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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807

证券简称：

ST

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92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

卖的进展暨权益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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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暨第一

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高新城建” ）于2019

年8月14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

团持有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的36,636,959股无限售流通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

最高应价胜出；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高新城建于2019年10月28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

的“XX公司持有的ST天业（证券代码：600807）1000万股股票”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

应价胜出。近日，公司收到高新城建发来的《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上

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相关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1、《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被执行人山东天业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36,636,959股股票的

所有权归买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济南高

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时起转移。 买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到

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并自行交纳有关税费。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

力。 ”

2、《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解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及

其他法院对被执行人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ST天业1,000万股股票的冻

结及所有轮候冻结； 涤除在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ST天业1,000万股股

票上设定的所有质押权；ST天业1,000万股股票所有权归买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所有，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时转移；买受人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财产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

续。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

上述拍卖前，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7,358,68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4.40%；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业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213,

840,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17%，为公司控股股东，曾昭秦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

述拍卖过户完成后，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3,995,64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9.67%；天业集团将持有公司股份167,203,5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90%。 高新

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暂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天业集团已经依据相关披露准则编制

完成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本公告日披露。

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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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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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永安房地产” ）在东营市

自然资源局于东营市国土资源网举办的东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中，

以3990万元竞得编号2019-046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取得成交确认书。 本次土

地竞拍事项已经公司有权机构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地块位于东营市河口区黄河西路以北、花园路以西，宗地面积为51,739.90平方米，规

划容积率为1.3-1.5，规划用途为居住、商业用地，居住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建筑密度≤

25%，绿地率≥35%。 成交价格为3990万元。

永安房地产本次竞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增加了公司土地储备，有利

于增强公司房地产业务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2日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ST天业

股票代码:600807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201号创展中心

通讯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天业中心3号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一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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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15号准则》”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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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山东天业恒

基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

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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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指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上市公司、ST天业 指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业集团 指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城建 指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天业集团持有的公司36,636,959股无限售流通股、10,

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分别被司法拍卖， 上述拍卖过户

完成后，天业集团持股比例将由24.17%降至18.90%。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资料

名称：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201号创展中心

法定代表人：曾昭秦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2267184419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1999年7月4日至2023年5月3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销售、租赁及信息咨询；对矿业、压缩天然气加气站及管线、金融业的

投资。（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资质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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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曾昭秦持股比例为89.8%；高新城建持股比例为10.2%。

通讯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1577号天业中心3号楼

电话：0531-86171121

传真：0531-8617112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和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国

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住权

在公司任

职或在其

他公司兼

职情况

曾昭秦 曾昭琴 男 3701********2916

中

国

山东济南 否

天业集团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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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天业集团持有的公司36,636,959股无限售流通股、

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5.27%）被司法拍卖所致，高新城建分

别于2019年8月14日、10月28日通过阿里拍卖平台竞得上述股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权益的

计划。 天业集团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处于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状态，信息披露义务人

所持的公司股份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被继续司法拍卖的情形。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天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为213,840,53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4.17%，为公司控股股东。曾昭秦先生持有天业集团89.80%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 天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变更为167,203,57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0%；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为173,995,64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9.67%。 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暂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因执行借款合同案，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3日10时至2019年8月

14日10时止在淘宝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对天业集团持有的公司36,636,959股无限售流

通股进行了公开拍卖活动，根据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高新

城建以最高应价胜出，拍卖成交价格为193,337,141.24元。 近日，公司收到相关方发来的山

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主要裁定如下：“被执行人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36,636,959股股票的所

有权归买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济南高新

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时起转移；买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到登

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并自行交纳有关税费。 ”

因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天业集团担保物权纠纷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10月25日10时至2019年10月28日10时止在淘宝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对天业集团

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根据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高新城建以最高应价胜出，拍卖成交价格为38,310,000元。 近

日，公司收到相关方发来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主要裁定如下：“解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及其他法院对被执行人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ST天业1,000万股股票的冻结及所有轮候冻结； 涤除在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ST天业1,000万股股票上设定的所有质押权；ST天业1,000万股股票所有权归买

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时转移；买受人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财产管理机

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天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为167,203,5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90%，其中

天业集团所持的公司152,741,721股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天业

集团所持的公司167,203,571股股份处于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状态。

第五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天业集团不存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交易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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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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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昭秦

签署日期：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l、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经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所在地，以备查阅。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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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昭秦

日期：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ST天业

股票代码：600807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一路899号1号楼1-410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东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401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高新智慧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201房间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东泉供水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与春秀路交界口往北2500米路西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颐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东安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东舜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西创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768号齐鲁软件大厦B座A216-25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港盛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一路899号205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一致行动人：济南通港经贸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济南市高新区出口加工区东卡口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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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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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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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天业”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ST天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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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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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 指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ST天业/公司/上市公司 指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高新

城建

指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济高控股 指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 指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致行动人 指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济南东信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

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智慧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济南东泉供水有

限公司、济南颐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济南东安置业有限公司、济

南东舜置业有限公司、济南西创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济南港

盛置业有限公司、济南通港经贸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

法定代表人 刘金辉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069005571Q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股东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经营期限 2013-05-24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方式 0531-86518132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

投资建设、经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房地产开

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及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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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包括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具体的信息如下：

1、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室

法定代表人：李昊

注册资本：400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29261870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管理控制）

经营期限：2001-06-19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按高新区国资委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高新区管委会项目的投资、

融资业务；自有房产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共基础设施

开发建设；土地整理；建筑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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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一路899号1号楼1-410

法定代表人：杨文明

注册资本：84128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076158242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 2013-09-03至2063-09-02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国内贸易

代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建筑及园林绿化工程;房屋租赁;建材的销

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专

项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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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室

法定代表人：韩强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8U5M0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 2016-04-11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建材、普通机

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保洁服务;市政道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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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济南东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明

注册资本：266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493001625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1993-03-10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建设监理(不含铁道工程);建设工程招标代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建筑劳务分包;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路工程、装饰装潢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钢结构工程施工;水电安装;普通机械设备、制冷设备的安装;建筑机械设备的租赁;

混凝土、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不含木材)、装饰材料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租

赁;房地产信息咨询;高新区管委会项目的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土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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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401室

法定代表人：刘金辉

注册资本：14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264330409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1995-02-27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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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

法定代表人：王浩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8XMW9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 2016-04-12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项目、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

及运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建材、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

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保洁服务;市政道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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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济南高新智慧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201房间

法定代表人：李昊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8T313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16-04-11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建

材、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保洁服务;市政道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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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济南东泉供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与春秀路交界口往北2500米路西

法定代表人：冯德民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98874136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07-04-28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工业用水的取水、生产、销售及服务;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限分支机构经

营);房屋租赁;管道工程施工;普通机电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水表的修理及效验;水质分析;

污水处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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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济南颐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室

法定代表人：王赓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MHBXPXY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东汇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17-12-21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智能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网络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及销售;信息系统集成;五金产品的销售;建筑智能化工程;网络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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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济南东安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

法定代表人：刘金辉

注册资本：18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069019797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13-06-19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

投资建设、经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房地产开

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及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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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济南东舜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

法定代表人：刘金辉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06885411J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14-12-24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经营;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的规划设计、建设、经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项目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建材、普通机械设

备的销售;物业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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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济南西创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768号齐鲁软件大厦B座A216-25室

法定代表人：王浩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E1ED8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16-07-20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科技企业园区中介服务;工业技术的开发、技术推广;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

产经纪服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经济信

息咨询;国内广告业务;会展及展览展示服务;商务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图文及平面的设

计、制作;喷绘服务;产品包装设计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公司礼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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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济南港盛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一路899号205室

法定代表人：王祖垒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0690669X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15-02-15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装饰装修

工程;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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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济南通港经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出口加工区东卡口楼

法定代表人：王祖垒

注册资本：6378万人民币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60002367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04-03-29至2054-03-28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兼零售;食堂;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工程;自有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货物进出

口及技术进出口;国内广告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的研究开发;服装加工、生产、销售;房地产

开发经营;建材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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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表1�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监高情况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住权

身份证号

刘金辉 男 董事长 中国 济南 否 370721******25****

李秀丽 女 董事 中国 济南 否 370124******21****

沈洋 男 董事 中国 济南 否 370104******11****

杨杰 男 监事 中国 济南 否 370481******30****

赵轶凡 女 监事 中国 济南 否 370102******18****

郑志强 男

财务负责

人

中国 济南 否 370104******01****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5年前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

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控制结构图如下：

注：根据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下发的《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成立济南高新城市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济高管字【2013】23号》，济高控股负责高新城建的日常运营及

管理。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持有济南高新

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80.00%的股权，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济南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另外根据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下发的《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成立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济

高管字【2013】23号》，济高控股负责高新城建的日常运营及管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高新城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

元）

经营范围

1

济南舜正投资有限

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

高新区经十路

7000号汉峪金

谷 商 务 中 心

A4-3-613-1

1

60% 1000

以自有资金投

资(未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 ,

不得从事向公

众吸收存款 、

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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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高新城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高新城建以外控制的其他核心

企业和核心业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

元）

经营范围

1

山东金桥高新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

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6号楼

3301房间

100% 9732.900391

按开发区国资委授权进

行国有资产的投资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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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华芯富创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市高新区出

口加工区港兴一

路899号1号楼313

室

68.57% 23325

触摸屏、 集成电路和计

算机软硬件产品的研

发、生产、组装及技术咨

询、 技术转让、 技术服

务;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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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科信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济南市高新区舜

风路322号7号楼

89.34% 30000

(一)货款担保,票据承兑

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

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

保;(二) 诉讼保全担保,

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

工程履约担保、 尾付款

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

保业务, 与担保业务有

关的融资咨询、 财务顾

问等中介服务;(三)按照

监督规定, 以自有资金

进行投资 (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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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济南高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高

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6号楼

3301室

100% 400000

按高新区国资委授权进

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

理高新区管委会项目的

投资、融资业务;自有房

产租赁;物业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房地产

开发、经营;公共基础设

施开发建设;土地整理;

建筑材料、 普通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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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济高控股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1 济南东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塑料生产销售 150.00 100.00

2 济南东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 266,000.00 100.00

3 济南东泉供水有限公司 供水 500.00 100.00

4 济南东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开发 100.00 90.00

5 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 14,000.00 100.00

6 济南东瑞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 10,000.00 100.00

7 济南高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设计 1,000.00 70.00

8 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000.00 100.00

9 济南高新临空经济区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000.00 100.00

10 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 100,000.00 100.00

11 济南高新智慧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000.00 100.00

12 济南东安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 1,800.00 100.00

13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展览 1,000.00 100.00

14 济南东舜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 2,000.00 100.00

15 济南东正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 2,000.00 100.00

16 齐鲁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 5,000.00 100.00

17 济南高新科技成果转化经纪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 3,000.00 100.00

18 济南东汇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1,300.00 100.00

19 山东华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30,000.00 56.67

20 济南华勤进出口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硬

件

500.00 100.00

21 山东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5,000.00 100.00

22 济南聚成精密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业 800.00 100.00

23 济南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服务 84,128.00 60.18

24 济南港盛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 1,000.00 100.00

25 济南综保港源经贸有限公司 批发 1,500.00 100.00

26

济南综合保税区港源跨境电商股份有限公

司

电商 1,000.00 60.00

27 济南环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400.00 100.00

28 山东聚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 1,000.00 100.00

29 济南通港经贸有限公司 批发业 6,378.00 100.00

30 济南科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其他金融 30,000.00 89.34

31 山东联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2,000.00 60.00

32 济南颐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业 500.00 100.00

33 济南颐诚实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2,000.00 100.00

34 山东高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服务业 10,000.00 60.00

35 山东东启土地整理有限公司 服务业 1,000.00 51.00

36 济南西创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服务业 1,000.00 100.00

37 济南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 72,600.00 60.00

38 济南高新医疗健康有限公司 服务业 5,000.00 100.00

39 山东舜元泰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50,000.00 75.00

40 齐鲁汇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提供保理 10,000.00 100.00

41 山东齐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3,000.00 80.00

42 山东省新动能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 3,000.00 100.00

43 山东省先行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 3,000.00 100.00

44 齐鲁融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服务业 5,000.00 100.00

45 济南济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服务业 0.10 100.0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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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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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拥有5%以上股份的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5年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况

七、主要业务及简要财务状况

（一）高新城建

高新城建成立于2013年5月24日，注册资本20000万元，主要业务为建筑工程项目的规

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土地规划、整理、

开发；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

料、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及咨询服务。 高新城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064,488,409.80 952,708,031.45 203,588,474.53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

205,699,571.53 201,157,356.27 200,580,208.12

资产负债率 94.94% 78.89% 1.48%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9,710,350.19 30,890,905.40 102,852,792.66

净利润 829,553.23 577,148.15 417,370.04

净资产收益率 0.41% 0.29% 0.21%

注：1、高新城建2017年财务报告、2018年财务报告已分别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山东分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

平均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100%。

（二）济高控股

济高控股成立于2001年6月19日，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主要业务为按高新区国资委

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高新区管委会项目的投资、融资业务；自有房产租赁；物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土地整理；建筑材料、

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 济高控股最近三年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2,774,504,738.28 40,438,127,204.15 34,954,080,371.8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

16,045,679,224.62 13,515,948,746.33 12,449,654,207.37

资产负债率 67.43% 65.21% 64.05%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5,010,958,021.34 4,033,187,622.57 3,504,555,639.58

净利润 105,858,936.88 79,393,689.45 52,992,125.88

净资产收益率 0.23% 0.21% 0.15%

注：1、济高控股2017年财务报告、2018年财务报告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100%。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为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对ST天业未来业务发展的信心以

及对ST天业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通过本次权益变动丰富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产业布局，利用ST天业的上市公司平台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增强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

人的经营能力、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

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还将基

于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ST天业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的整体情

况，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司法拍卖的方式继续增持天业股份的股票。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

来十二个月内拟进行相关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会转让本次权益变动中所获得

的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根据《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成立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高新城

建由济高控股运营及管理，结合《国有股权监管办法》第九条，此次权益变动除了需要高新

城建履行决策程序外，同时还需要济高控股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决策程序有：

2018年7月12日，济高控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议案；

2018年6月5日及2019年7月12日，高新城建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议

案。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下转A4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