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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40         证券简称：新坐标         公告编号：2022-049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 

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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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杭州新坐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坐标”或“公司”）5%以上第一大股东、董事兼副

总经理胡欣女士、董事任海军先生、监事王建军先生、监事严震强先生和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郑晓玲女士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473,869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085%（经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调整后）。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王建军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10,000 股。胡欣女士、任海军先生、严震强先生和郑晓玲女士均未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了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董事兼副总经理

胡欣女士、董事任海军先生、监事许雪权先生、监事王建军先生、监事严震强先

生和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郑晓玲女士的减持股份计划，上述减持主体出于自身

资金需求，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于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进行）减持不超过 1,094,489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0.8094%

（经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调整后）。且各减持主体保证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减持价格视市

场价格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坐标大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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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号：2022-022）。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为授予日，同意向 119 名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授予共计 152.1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郑晓玲女士获授限制性股票 3.00

万股，任海军先生获授限制性股票 2.40 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0 月

1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坐标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公司的股份总数由本次授予前的 133,989,109 股增加至 135,222,509 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2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

坐标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许雪权先生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提前完成本次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2 年 12 月 1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

上披露的《新坐标监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胡欣 
5%以上第一大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1,231,375 15.7011% IPO 前取得：21,231,375 股  

任海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9,155 0.0364% 其他方式取得：49,155 股  

王建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0,921 0.0820% IPO 前取得：110,921 股  

严震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2,553 0.0537% IPO 前取得：72,553 股  

郑晓玲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11,240 0.2302% 其他方式取得：311,240 股  

注 1：以上数据经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调整。 

注 2：胡欣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930,000 股，通过杭州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17,301,37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231,375 股。 

注 3：任海军先生、郑晓玲女士股份增加均系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http://www.sse.com.cn）、《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坐标关于2022
http://www.sse.com.cn）、《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坐标关于2022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新坐标关于2022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新坐标关于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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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胡欣 0 0% 

2022/9/20 

～

2022/12/19 

集中竞

价交易 
0 -0 0 21,231,375 15.7011% 

任海军 0 0% 

2022/9/20 

～

2022/12/19 

集中竞

价交易 
0 -0 0 49,155 0.0364% 

王建军 10,000 0.0074% 

2022/12/15

～

2022/12/16 

集中竞

价交易 

17.85 

-17.85 
178,500 100,921 0.0746% 

严震强 0 0% 

2022/9/20 

～

2022/12/19 

集中竞

价交易 
0 -0 0 72,553 0.0537% 

郑晓玲 0 0% 

2022/9/20 

～

2022/12/19 

集中竞

价交易 
0 -0 0 311,240 0.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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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

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在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