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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589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

2018-001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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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

事冯本濂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60,3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监事冯本濂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3,366,0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披露了公司监事冯本濂先生减持股份计划，公司监

事冯本濂先生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法律

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7%。减持价

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18年1月11日，公司监事冯本濂先生减持计划期限到期，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94,300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7%，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完成。

一、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披露了《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公司监事

冯本濂先生计划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

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不超过1,000,000�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7%，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东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及相关持股变动情况

（一）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姓名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数量占

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

冯本濂

2017年7月24日

至

2017年11月6日

集中竞价 39.90-54.34 994,300 0.17%

（二）冯本濂先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截至本次减持进展后，冯本濂先生的持股情况：

姓名

本次减持前持有数量

（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数量

（股）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冯本濂 4,360,393 0.73% 3,366,093 0.56%

（三）本次减持事项与冯本濂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本次实际减持进展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五）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冯本濂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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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2018-004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南县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克明食品集团” ）的通知，获悉克明食品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次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质权人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股数（股） 解除质押日期

解除质押数

（股）

本次解除质押占

所持股份比例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2016-02-16 6,000,000 2018-01-09 18,000,000 12.13%

合计 ——— 6,000,000 ——— 18,000,000 12.13%

备注：因公司2016年4月28日完成2015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所以克明食品集团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股份总数由6,000,000股增加至18,000,000股。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总数为18,000,000股，占克明食

品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比例为12.13%。

2、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18年1月11日，克明食品集团因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业务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1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30%）划至南县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可交换私募债质押专户，并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用于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换股事宜等进行担保。克明食品集

团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8年1月11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克明食

品集团

是 1,000,000 2018-1-11

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0.67%

对可交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交换股份和

偿付债券本息提供

担保

合计 ——— 1,000,000 ——— ——— 0.67% ———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克明食品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48,410,0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4.49%；

本次质押1,00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0.67%，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30%；累计质押131,

00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88.27%，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9.27%。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证券代码：

603239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

2018-005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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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2018年1月10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其中，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

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阶段性闲置资

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

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亦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

投资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2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2017-080。 根据上述决议，现就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协议方 产品名称

资金

来源

产品

代码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期限

（天）

理财起始日 理财终止日

预期

年化

收益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一号2018年第23

期收益凭证

自有资金 SAT785

本金保障

型

4000.00 60 2018-01-12 2018-03-12 4.5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一号2018年第24

期收益凭证

自有资金 SAT786

本金保障

型

9000.00 90 2018-01-12 2018-04-11 4.7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一号2018年第25

期收益凭证

募集资金

及自有资

金

SAT787

本金保障

型

9000.00 123 2018-01-12 2018-05-14 4.7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一号2018年第26

期收益凭证

募集资金 SAT788

本金保障

型

3500.00 181 2018-01-12 2018-07-11 4.70%

公司于 2018�年1月 11�日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签订现金管理

有关协议，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系本金保障型理财产品，在国泰君安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国泰君安保持密

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 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投资于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等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8,500万元（含本次）；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闲置自有资金 17,000万元（含本次）。 未超过董事会

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投资额度。

五、备查文件

1.国泰君安-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合同（产品代码：SAT785）；

2.国泰君安-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说明书（产品代码：SAT785）；

3.国泰君安-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合同（产品代码：SAT786）；

4.国泰君安-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说明书（产品代码：SAT786）；

5.国泰君安-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合同（产品代码：SAT787）；

6.国泰君安-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说明书（产品代码：SAT787）；

7.国泰君安-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合同（产品代码：SAT788）；

8.国泰君安-君柜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说明书（产品代码：SAT788）。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月 12日

股票代码：

600216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8-002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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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次减持前，新昌县昌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欣投资” ）持有浙江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医药” 、“本公司” 或“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2173129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1%。

●2018年1月10日-11日，昌欣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其于2017年6月以集中竞价方式从

二级市场增持的无限售流通股69万股，减持均价16.09元/股。本次减持后，昌欣投资持有公司2166229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43%。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月1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昌县昌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通知，

昌欣投资因其偿还贷款需要，于2018年1月10日-1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部分公司股份，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新昌县昌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份来源

截至本次减持前，昌欣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173129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1%，其中10030199股

为昌欣投资2017年6月21日-2017年6月30日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207282778股为

昌欣投资持有的公司首发股份经股权分置、公司利润分配后获得。

3、本次减持前，昌欣投资过去12个月未减持过公司股份，自本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过公司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1、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序号 减持方式 时间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数量

（万股）

减持数量占总

股本的比例

（%）

股份

来源

1

集中竞价

方式

2018年1月10日 16.33 16 0.017

二级市场增

持

2

集中竞价

方式

2018年1月11日 16.01 53 0.055

二级市场增

持

合计 / / 16.09 69 0.071 /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持 股 数 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新昌县昌欣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217312977 22.51 216622977 22.43

3、减持原因：昌欣投资由于其自身资金周转偿还债务需要减持本公司股份。

4、本次减持后，昌欣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16622977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

为李春波先生。新昌县昌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李春波先生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李男行先生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217831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6%。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控股股东新昌县昌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2015年7月9日承诺未来三年内不减持其当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 （详见公司2015年7月10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15-024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昌欣投资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后，昌欣投资后续若有减持计划，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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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8-002

转债代码：

110032

转债简称：三一转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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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因三一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减少股份，同时

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1月11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三

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集团” ） 的通知： 三一集团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债券 （债券代码：

137006、137017）持有人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累计换股304,097,949股，同时其一致行动

人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75,193,695股，三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述期间合并持股

比例减少5.24%。

本次权益变动前，三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3,678,812,849股，占当时公司股

份总数的48.13%， 其中三一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3,128,584,070股， 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40.93%。

本次权益变动后，三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3,299,521,205股，占当时公司股

份总数的42.89%，其中三一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2,824,486,121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36.71%。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三一集团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梁稳根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修国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三一工业城三一行政中心三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32,288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22592271H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制造业、文化教育业、新能源、互联网业的投资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

政信用业务）；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维修和进出口业务；二

手设备及其他机器设备的收购、维修、租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新型路桥材料、石

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再生建筑材料及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推广及转

让；建筑物拆除（不含爆破作业）；建筑设计；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基

础设施、土木工程、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业化装备、建筑

预制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建筑大数据平台建设及服务；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与销

售，新能源的技术开发与服务、能源合同管理、售电服务；太阳能光伏电站系统集成

及发电；风力发电机及其部件、增速机、电气机械及器材（含防爆型）、电机、变压器、

电气传动系统及其相关设备、机电设备、主控、变桨、变流器控制柜及冰冷柜的生产

和销售；软件、技术研究开发及转让；技术、信息、认证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

业管理；产业及园区开发、经营；企业管理服务；住宿、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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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0年10月18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三一工业城三一行政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 0731-85835642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三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及比例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股东名称

持有股票数量

（股）

占三一重工总股本

比例

1

2017年

11月1日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3,128,584,070 40.93%

梁稳根 285,840,517 3.74%

唐修国 31,450,000 0.41%

向文波 37,371,189 0.49%

易小刚 10,953,700 0.15%

毛中吾 38,903,190 0.51%

袁金华 22,668,519 0.30%

周福贵 11,965,000 0.16%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16,095,315 0.21%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朱雀三一稳

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69,931,717 0.91%

富国资产－工商银行－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2,517,799 0.16%

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

-朝阳5号）

12,531,833 0.16%

合计 3,678,812,849 48.13%

2

2018年1

月9日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2,824,486,121 36.71%

梁稳根 285,840,517 3.73%

唐修国 30,550,000 0.40%

向文波 34,371,189 0.45%

易小刚 8,555,350 0.11%

毛中吾 32,553,190 0.42%

袁金华 22,668,519 0.29%

周福贵 9,515,000 0.12%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0 0.00%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朱雀三一稳

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25,931,687 0.34%

富国资产－工商银行－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2,517,799 0.16%

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

-朝阳5号）

12,531,833 0.16%

合计 3,299,521,205 42.89%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三一重工

股票代码：60003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毛中吾、袁金华、周福贵

住 所：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工业城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工业城

一致行动人：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

一致行动人：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桥路600号5号楼217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桥路600号5号楼217

一致行动人：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表“富国资产维信1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 ）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1287号1幢三层333A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大连路588号宝地广场A座19楼01－03

一致行动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朝阳5

号）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0号深圳国际信托大厦803

股份变动性质： 主要因三一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减少股

份；同时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签署日期：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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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与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情况和变动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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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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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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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 指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控股股东、

三一集团

指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上市公司 指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集团可交换债券、可交换

债券

指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债券简称为“16三一EB”

和“三一02EB”可交换债

三一重能 指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朱雀股权投资 指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券

投资基金” ）

富国资产 指

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表“富国资产维信1号混合型

资产管理计划” ）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

号：(DX)国信-朝阳5号）” ）

一致行动人 指

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毛中吾、袁金华、周福贵、易小刚等、三一

重能有限公司、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朱雀三一

稳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表

“富国资产维信1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朝

阳5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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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15号》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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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修国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三一工业城三一行政中心三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32,288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22592271H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汽车制造业、文化教育业、新能源、互联网业的投资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

政信用业务）；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维修和进出口业务；二

手设备及其他机器设备的收购、维修、租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新型路桥材料、石

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再生建筑材料及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推广及转

让；建筑物拆除（不含爆破作业）；建筑设计；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基

础设施、土木工程、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业化装备、建筑

预制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建筑大数据平台建设及服务；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与销

售，新能源的技术开发与服务、能源合同管理、售电服务；太阳能光伏电站系统集成

及发电；风力发电机及其部件、增速机、电气机械及器材（含防爆型）、电机、变压器、

电气传动系统及其相关设备、机电设备、主控、变桨、变流器控制柜及冰冷柜的生产

和销售；软件、技术研究开发及转让；技术、信息、认证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

业管理；产业及园区开发、经营；企业管理服务；住宿、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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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0年10月18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三一工业城三一行政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 0731-85835642

三一集团的主要股东如下：

姓名 持股金额（元）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梁稳根 182,168,896 56.42 自然人

唐修国 28,252,000 8.75 自然人

向文波 25,830,400 8.00 自然人

毛中吾 25,830,400 8.00 自然人

袁金华 15,336,800 4.75 自然人

周福贵 11,300,800 3.50 自然人

易小刚 9,686,400 3.00 自然人

三一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的居

留权

在三一集团任职情况

梁稳根 男 中国 否 董事

唐修国 男 中国 否 董事长兼总经理

向文波 男 中国 否 董事

易小刚 男 中国 否 董事

毛中吾 男 中国 否 董事

袁金华 男 中国 否 董事

周福贵 男 中国 否 董事

王佐春 男 中国 否 董事

赵想章 男 中国 否 董事

梁林河 男 中国 否 董事

梁在中 男 中国 否 董事

二、一致行动人情况

（一）梁稳根等7名自然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及通讯地址 通讯方式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的居留权

梁稳根 男 中国

432503195612**

****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

0731-84031888 否

唐修国 男 中国

432831196308**

****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

0731-84031888 否

向文波 男 中国

432503196206**

****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

0731-84031888 否

易小刚 男 中国

110102196309**

****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

0731-84031888 否

毛中吾 男 中国

432503196208**

****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

0731-84031888 否

袁金华 男 中国

432503195904**

****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

0731-84031888 否

周福贵 男 中国

440301196202**

****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

0731-84031888 否

（二）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7455638X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毛中吾

注册资本： 128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自：2008年04月17日至2028年04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

经营范围：生产风力发电机、增速机、电气机械及器材、机电设备；多种系列机型压裂设备的装配生

产；道路货物运输；电气机械及器材、重型工业装备及通用设备、机电设备、普通机械、专业设备、电子产

品、仪器仪表的研究开发、销售；电力生产设备安装；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租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一重能的股东为湖南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三一重能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的居

留权

任职情况

毛中吾 男 中国 否 执行董事

谈 波 男 中国 否 总经理

（三）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

企业名称：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华轮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11208.2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95762107U

营业期限自： 2009年09月28日至2029年09月27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桥路600号5号楼217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企业管

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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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雀股权投资的主要股东如下：

名称 持股金额（元）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李华轮 58,748,026 52.41 自然人

上海新朱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9,306,474 26.15 法人

其他股东 24,027,500 21.44

合计 112,082,000 100

朱雀股权投资主要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的居

留权

任职情况

李华轮 男 中国 否 董事长、总经理、投资总监

梁跃军 男 中国 否 董事、副总经理

洪露 女 中国 否 董事、投研部总经理

周松 男 中国 否 董事

葛俊 男 中国 否 董事

（四）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表“富国资产维信1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074847642J

企业名称： 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戈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自： 2013年08月13日至长期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1287号1幢三层333A室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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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国资产的股东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资产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的居

留权

任职情况

陈戈 男 中国 否 法人代表（董事长）

林志松 男 中国 否 董事

李笑薇 女 美国 护照 董事

曹玥 女 中国 否 董事（总经理）

张鹏 男 中国 否 董事

（五）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朝阳5号）

“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朝阳5号）基本信息如下：

委托人：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一）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毛中吾、袁金华、周福贵等7名自然人均为三一集团主要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梁稳根等7名自然人与三一集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三一重能、三一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梁稳根先生，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三一重能与三一集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2015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2015年7月，三一集团、梁稳根、唐修国、袁金华等通过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

券投资基金增持三一重工股份69,731,917股，三一集团通过富国资产维信1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增持

三一重工股份12,517,799股，三一集团通过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朝阳5号）增

持三一重工股份12,531,833股，因此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富国资产维信1号混合型资产管理

计划、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朝阳5号）与三一集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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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合并持有境内上市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之

外，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毛中吾、袁金华、周福贵等7名自然人间接合并持有香港上市公司三

一重装国际控股有限公司5%以上的股份，详见下图：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原因是三一集团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债券（债券代码：137006、137017）持有人

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换股304,097,949股， 导致三一集团持有的三一重工股份比例减少

4.22%；同时三一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75,193,695股，累计减少比

例为1.0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未来十二个月三一集团可交换债券持有人可自主进行换股，故三一集团存在未来12个月内因换股而

减少股份的情形。

根据2017年11月22日公开披露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及公司董事、高管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三一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毛中吾、袁金华、周福贵拟减持股份

2450万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除上述情形之外增加或继

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意向。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因三一集团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三一集团持股减少。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情况

序号 时间 股东名称

持有股票数量

（股）

占三一重工总股本

比例

1

2017年

11月1日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3,128,584,070 40.93%

梁稳根 285,840,517 3.74%

唐修国 31,450,000 0.41%

向文波 37,371,189 0.49%

易小刚 10,953,700 0.15%

毛中吾 38,903,190 0.51%

袁金华 22,668,519 0.30%

周福贵 11,965,000 0.16%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16,095,315 0.21%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朱雀三一稳

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69,931,717 0.91%

富国资产－工商银行－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2,517,799 0.16%

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

-朝阳5号）

12,531,833 0.16%

合计 3,678,812,849 48.13%

2

2018年1

月9日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2,824,486,121 36.71%

梁稳根 285,840,517 3.73%

唐修国 30,550,000 0.40%

向文波 34,371,189 0.45%

易小刚 8,555,350 0.11%

毛中吾 32,553,190 0.42%

袁金华 22,668,519 0.29%

周福贵 9,515,000 0.12%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0 0.00%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朱雀三一稳

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25,931,687 0.34%

富国资产－工商银行－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2,517,799 0.16%

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

-朝阳5号）

12,531,833 0.16%

合计 3,299,521,205 42.89%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或时点

变动价格或均

价（元/股）

变动股数（股）

变动

比例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可交换债券

持有人换股

2017 年 11 月 1 日

-2018年1月9日

7.44 -304,097,949 -4.22%

梁稳根 —

2017 年 11 月 1 日

-2018年1月9日

0 0 -0.01%

唐修国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26 日

-2018年1月2日

9.26 -900,000 -0.01%

向文波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年12月27日 8.92 -3,000,000 -0.04%

易小刚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018年1月8日

9.34 -2,398,350 -0.04%

毛中吾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14 日

-2017年12月28日

9.03 -6,350,000 -0.09%

袁金华 —

2017 年 11 月 1 日

-2018年1月9日

0 0 -0.01%

周福贵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18 日

-2017年12月29日

8.61 -2,450,000 -0.04%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年12月26日 8.71 -16,095,315 -0.21%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朱雀三

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

基金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27 日

-2017年12月28日

8.98 -44,000,030 -0.57%

合计 -379,291,644 -5.24%

说明：梁稳根先生、袁金华先生所持股份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没有发生变动，持股

比例却减少0.01%，是因为上述期间三一重工总股本增加导致其持股比例减少。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2018年1月9日， 三一集团因可交换债券而质押给国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份余额为1,

118,017,944股，三一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向文波先生质押股票14,580,000股。除此之外，三一集团及一致

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未有其它质押或冻结情况。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提交之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或时点

变动价格或均

价（元/股）

变动股数（股）

变动

比例

唐修国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26 日

-2018年1月2日

9.26 -900,000 -0.01%

向文波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年12月27日 8.92 -3,000,000 -0.04%

易小刚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018年1月8日

9.34 -2,398,350 -0.04%

毛中吾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14 日

-2017年12月28日

9.03 -6,350,000 -0.09%

周福贵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18 日

-2017年12月29日

8.61 -2,450,000 -0.04%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年12月26日 8.71 -16,095,315 -0.21%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朱雀三

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

基金

集中竞价减

持

2017 年 12 月 27 日

-2017年12月28日

8.98 -44,000,030 -0.57%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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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

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与签署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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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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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签字：

梁 稳 根 唐 修 国

向 文 波 易 小 刚

毛 中 吾 袁 金 华

周 福 贵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与签署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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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盖章）：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与签署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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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盖章）：

（代表“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与签署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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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盖章）：

（代表“富国资产维信1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 ）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与签署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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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盖章）：

（代表“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朝阳5号）” ）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三一集团营业执照复印件 ；

二、三一集团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一致行动人身份证明文件；

四、一致行动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五、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北清路8号三一

产业园

股票简称 三一重工 股票代码 60003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

路三一工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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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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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三一集团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三一集团持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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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3,678,812,849�股 持股比例： 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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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变动：

变动数量： -379,291,644��股 变动比例： -5.24%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3,299,521,205�股 持股比例： 42.8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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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权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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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签字：

梁 稳 根 唐 修 国

向 文 波 易 小 刚

毛 中 吾 袁 金 华

周 福 贵

签署日期： 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

（代表“朱雀三一稳市1号证券投资基金” ）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

（代表“富国资产维信1号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 ）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

（代表“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编号：(DX)国信-朝阳5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8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