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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的公告（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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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日前收到中南城投通知称，其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

务纠纷被金融机构违反约定擅自处置减少398,547股，另外补充质押了部分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股份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股份减少情况 

2、本次质押股份增加情况 

3、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9月29日，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数 

占其持
股比例 

占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限售和冻
结数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限售和冻
结数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中南城投 1,999,289,248 52.25% 1,652,211,733 82.64% 43.18% 24,750,000 1.50% 0 0 

陈昱含 14,413,997 0.38% 0 0 0 0 0 10,810,498 75.00% 

合计 2,013,703,245 52.62% 1,652,211,733 82.05% 43.18% 24,750,000 1.50% 10,810,498 2.99%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相关情况 

1、中南城投本次质押为补充质押。 

2、以 2022 年 9 月 29 日起算，中南城投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

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累计质
押股份数 

占其持股
比例 

占总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2022 年 9 月 29 日至
2023 年 3 月 28 日 

860,818,308 42.75% 22.50% 154,685 

2023 年 3 月 29 日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 

569,185,253 28.27% 14.87% 98,219 

3、中南城投及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减少股数 占其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权人 

中南城投 

139,333 0.01% 0.004% 2019年 5月 6日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9,214 0.01% 0.01% 2021年 10月 18 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398,547 0.02% 0.01% - - 

股东 

名称 

质押 

股数 

占其持股
比例 

占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押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中南 

城投 
19,000,000 0.95% 0.50% 否 是 

2022年 

9 月 28 日 

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之日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2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注册资本：165,424.25313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76987740XG 

企业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常青路 188 号 

经营范围包含：城市建设投资、商品房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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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药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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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建筑

材料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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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陈昱含，女，1985 年出生，本科学历。2009 年 6 月起任公司董事，2018 年

4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9 年 5 月起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2021 年 4 月

起任公司总经理。目前还任中南城投的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

主席。 

（3）中南城投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年末 2022 年 6 月末 

总资产（元） 367,976,521,814.23 342,319,328,123.96 

总负债（元） 325,182,187,293.01 301,415,282,771.90 

长期借款（元） 32,733,958,557.59 27,651,045,507.25 

流动负债（元） 283,825,364,707.17 267,642,831,703.06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元） 79,210,505,937.87 24,134,565,396.18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元） -3,381,953,677.00 -1,615,160,14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771,980,470.34 4,808,971,027.00 

偿债能力指标 2021 年末 2022 年 6 月末 

资产负债率 88.37% 88.05% 

流动比率 1.06 1.04 

速动比率 0.39 0.3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7.89% 6.10% 

（4）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重大诉讼和仲裁情况。 

三、相关提示 

1、目前中南城投正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减少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

关注后续情况，并督促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上述质押股份变动，与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无关，不会导致公

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3、中南城投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发生未披露的资金往

来、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4、中南城投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5、中南城投质押的公司股份设立风险预警线和平仓线，若因股价下跌，达

到履约保障警戒线或最低线时，中南城投将采取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等方式积

极应对，避免触发约定的平仓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