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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控股”）持有远东智慧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数量为 1,058,453,851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47.69%；远东控股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 843,51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79.69%。 

 远东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60,224,901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47.77%；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为 843,510,000 股，占

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79.56%。 

2022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的通知，远东控股办理了

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业务，具体如下： 

一、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远东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股） 16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1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21% 

解质时间 2022年 11月 15日 

持股数量（股） 1,058,453,851 

持股比例 47.6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683,51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4.5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80% 

本次解质股份将用于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详见“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远东

控股 
是 16,000.00 否 否 

2022年 11

月 15日 

2027年 11

月 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兴

支行 

15.12% 7.21% 自身经营 

合计 - 16,000.00 - - - - - 15.12% 7.21% - 

2、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

用于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三、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远东控股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为自身经营，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收入、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 

2、远东控股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9,213万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为 27.6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3.16%，对应融资余额为 97,482.91 万

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3,238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2.5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96%，对应融资余额

为 66,849.48万元。 

3、远东控股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

司利益的情况。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远东控股目前不存在对公司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5、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万股） 

远东控股 105,845.39 47.69 68,351.00 84,351.00 79.69 38.01 - - - 4,400.00 

蒋锡培 126.75 0.06 - - - - - - - - 

蒋承志 50.36 0.02 - - - - - - - - 

合计 106,022.49 47.77 68,351.00 84,351.00 79.56 38.01 - - - 4,400.00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1993 年 4月 22日 

注册资本：66,6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 6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股权投资、贵金属投资咨询、利用企业自有资产对外

投资及投资管理（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除外）、资产管理（国有资产除

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有色金属、塑料粒子、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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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84,947.68 2,642,372.82 

负债总额 1,950,541.65 2,157,831.57 

银行贷款总额 762,540.27 838,193.04 

流动负债总额 1,877,431.97 2,005,159.03 

资产净额 434,406.03 484,541.25 

营业收入 4,766,857.63 3,486,790.56 

净利润 1,633.10 43,67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322.68 64,046.54 

（3）偿债能力指标： 

（4）远东控股目前未发行债券。 

（5）远东控股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远东控股及上市公司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实力雄厚，可利用融资渠

道及授信较多，长期与国内主要银行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不存在偿债风险。 

6、控股股东最近一年与公司交易情况 

资产负

债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

负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或

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

违约记录及

其对应金额 

对外担保 

81.79% 91.57% 66.70% 5.45%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

信额度为 103.46 亿元 
无 无 23.11 亿元 



事项 
金额 

（万元） 
交易情况 

对外担保 131,686.69 
远东控股作为担保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公

司及子公司无相应抵押或反担保。 

注：除上述交易外，远东控股与公司发生的交易均为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远东控股股份质押是为银行年度授信融资提供担保。远东控股为公司控股股

东，资信状况良好，且持有可变现的多家上市公司流通股票，具备良好的资金偿

还能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续出现股

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远东控股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的股票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