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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菲4名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达胜热缩最终穿透至肖峰、马小丽、朱建新等3名自然人；

有限合伙人深圳市前海众核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 “深圳众合长盈投资基

金”契约式基金）最终穿透至陈晓敏、黄志杰、肖海波、张磊、周良梁、谷远来，共计6名

自然人；

剩余有限合伙人均为自然人，最终穿透至钟鸣、谭振兴、廖德生、刘斌、李德明、张

宇田、李葆青、姜彤、陈勇、张辉军、王君、倪国华、魏建良、苏忠兴、陆惠岐、吴凤亚、丁

建宏、魏兰、单永东、张定乐、陈林、徐红岩、马孟君、李瑞、范燕萍、潘剑峰、陈建青、张

雪良、王建新、赵光国、吕燕、孙军、高健、俞江、侯志强、周长明、董俊凯、李霞娟、蒋琦、

沈锋、吴翰、张文龙、朱云超、万勇军、吴洪彦，共计45名自然人。

（十一）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场大道5477号201室

法定代表人 陈晓敏

注册资本 498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1年04月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3573974814X

经营范围 投资信息（不含证券、期货、金融信息）咨询服务。

营业期限 2011年04月21日至9999年09月09日

股东 陈晓敏（41.2087%）及其它39名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场大道5477号201室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陈晓敏 女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朱春光 男 董事 中国 淮安 否

张磊 男 董事 中国 温州 否

郑京连 男 董事 中国 温州 否

左绍文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周良梁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缪丽琴 女 董事 中国 温州 否

黄志永 男 经理 中国 六安 否

陈晓敏同时持有发展基金部分权益，详见本报告书“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

绍”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之“（十）发展基金” 。

（十二）刘斌

姓名 刘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624195210******

住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青岛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三）明亮

姓名 明亮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683198203******

住所 江苏省通州市金沙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通州市金沙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四）肖林

姓名 肖林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2196605******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广场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广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五）俞江

姓名 俞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10111197505******

住所 西安市雁塔区青松路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区青松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六）叶启捷

姓名 叶启捷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03196207******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七）邢东剑

姓名 邢东剑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10111196009******

住所 西安市灞桥区平峪路

通讯地址 西安市灞桥区平峪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八）高健

姓名 高健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502197402******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九）陈晓敏

姓名 陈晓敏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303197008******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园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黄志杰

姓名 黄志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06196511******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法人/自然人：

（一）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 太仓市沙溪镇涂松村11组-88号

法定代表人 魏建良

注册资本 200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06年11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57938422909

经营范围

经销塑料粒子、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纺织原料及产品（不含专项规定）、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实业投资；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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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2006年11月10日至2036年11月09日

股东 魏建良、魏兰、王秋亚

通讯地址 太仓市沙溪镇涂松村11组-88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魏建良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太仓 否

王秋亚 女 总经理 中国 太仓 否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与其它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关系如下：

（二）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255号2号楼4-2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云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08年10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810362357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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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期限 2008年10月29日至2028年10月28日

合伙人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云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余义有等5名自然人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255号2号楼4-27室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南存辉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 乐清市 否

（三）魏建良

姓名 魏建良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2196301******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路世纪财富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魏兰

姓名 魏兰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2198604******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娄东街道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路世纪财富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刘恒

姓名 刘恒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00103198403******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路世纪财富大厦

（六）丁建宏

姓名 丁建宏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1102196801******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路世纪财富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七）单永东

姓名 单永东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2197008******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路世纪财富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八）张定乐

姓名 张定乐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2196006******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九）吴凤亚

姓名 吴凤亚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2196309******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路世纪财富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林海光

姓名 林海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620196808******

住所 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吉昌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一）陆惠岐

姓名 陆惠岐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2196702******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路世纪财富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十二）苏忠兴

姓名 苏忠兴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2197105******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上海路世纪财富大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三）王珏

姓名 王珏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522198909******

住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四）李德明

姓名 李德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222196212******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五）施卫国

姓名 施卫国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222196308******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棋盘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棋盘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六）刘永好

姓名 刘永好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2423196906******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双河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双河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七）包秀杰

姓名 包秀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323196805******

住所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双龙路

通讯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双龙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八）徐红岩

姓名 徐红岩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105196301******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滨河路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滨河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十九）徐争鸣

姓名 徐争鸣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1119195610******

住所 江苏省丹阳市后巷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后巷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陆燕

姓名 陆燕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623197205******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一）王郑宏

姓名 王郑宏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12196810******

住所 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

通讯地址 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二）张宇田

姓名 张宇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0102195408******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塔城东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塔城东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三）陈林

姓名 陈林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2228196304******

住所 湖北省汉川市马口镇新正街

通讯地址 湖北省汉川市马口镇新正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四）方红兵

姓名 方红兵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0100196610******

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永安巷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永安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五）严伟

姓名 严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125196211******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镇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十六）李龙勤

姓名 李龙勤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20106196310******

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十七）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 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永昌泾大道1号漕湖大厦15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卡贝高登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2,520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1年07月0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578143542G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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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期限 2011年07月04日至2023年10月07日

合伙人 苏州卡贝高登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黄祟华等13名自然人

通讯地址 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永昌泾大道1号漕湖大厦15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郭丽 女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 北京 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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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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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一）股权关系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关系详见本报告书“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二）资产关系

各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法人）均为独立法人，各自独立运营。

（三）业务关系

企业之间经营上独立。

（四）人员关系

刘斌任科维机械的董事长及南通机械的董事长； 马小丽任苏州资达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苏州君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达胜热缩材料的董事；陈晓敏任温州科创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四、信息披露人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年11月26日，中广核核技术与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等44名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方、发展基金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甲方一：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等44名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甲方二：发展基金

乙方：中广核核技术

2、一致行动

自本协议生效后， 甲方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发行对象及重组完成后的直接

股东，在参与大连国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过程中，根据乙方的意见，与乙方采取

一致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出具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行使相应股东权利等；

在大连国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依照适用之法律和大连国际之组织大纲

与章程，对大连国际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及其委派的董事或控制的其他股东（如有）对

大连国际享有的所有表决权， 包括根据大连国际届时有效的及其后修改的组织大纲

与章程所享有的任何表决权，以及出具和签署任何与大连国际相关的法律文件，均应

按照乙方的意见行使。

甲方根据乙方的意见而采取一致行动及行使表决权、 签署文件等行为所产生的

任何法律后果，甲方均应予以无条件认可并承担相应责任。

甲方同意，乙方在要求其采取一致行动、行使表决权、签署文件等行为时，无需事

先征求甲方的意见，但不得损害甲方的合法权益。

在需要甲方采取一致行动之行为前，乙方应及时告知甲方其相关事项的意见，甲

方应完全按照乙方的意见采取一致行动、行使表决权、签署文件等。

甲方同意不就本协议项下其根据乙方的意见采取一致行动、行使表决权、签署文

件而造成的任何后果和损失而要求乙方承担任何责任或对其作出任何经济上的或其

他方面的补偿。

3、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持续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的

第三十六个月末，期满后除非有任何一方书面确认终止，否则本协议应自动无限制地

延续有效。

4、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并确认，如任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一项约定，或未履行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合理期

限内补正或采取补救措施。 如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或在其他方书面通知违约方并提

出补正要求后十（10）天内仍未补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给予

损害赔偿。

尽管有本协议其它规定，本条规定的效力不受本协议中止或者终止的影响。

第二章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2015年11月26日，中广核核技术与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等44名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方、发展基金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对上市公司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及其

委派的董事或控制的其他股东（如有）对大连国际享有的所有表决权，包括根据上市

公司届时有效的及其后修改的组织大纲与章程所享有的任何表决权， 以及出具和签

署任何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文件，均应按照中广核核技术的意见行使。本协议自各

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持续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的第三十六个月末

（2020年1月31日），期满后除非有任何一方书面确认终止，否则本协议应自动无限

制地延续有效。

截止公告日， 中广核核技术收到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2020年1月16

日）、包秀杰（2020年4月7日，下同）、施卫国、刘永好、李德明、张宇田、陆燕、徐争鸣、

徐红岩、王郑宏、吴凤亚、魏建良、苏忠兴、单永东、陆惠岐、魏兰、刘恒、张定乐、丁建

宏、林海光、王珏、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陈林、方红兵、李龙勤、严伟、苏州科荣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出的书面终止一致行动关系的函件，根据《一致行动协

议》的规定，上述一致行动关系终止。

二、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未来增持或者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

未来12个月内，若信息披露人增持或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证券法》、

《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 中广核核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暂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

统减持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如未来有减持需求，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相关业务办理指南》等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预披露及后续披露义务。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44,007,

512股A股股票，约占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7.54%（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详见于

2019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34,867,742股A股股票，约占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45.9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关系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

1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221,504,242股限售股；7,

849,706股流通股

229,353,948 24.26% 0

2 陈晓敏 限售股 62,423,759 6.60% 62,423,759

3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限售股 59,464,627 6.29% 0

4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限售股 34,921,194 3.69% 0

5 魏建良 限售股 17,013,760 1.80% 0

6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2,237,093股限售股；319,

991股流通股

12,557,084 1.33% 0

7 黄志杰 限售股 10,261,590 1.09% 10,261,590

8 单永东 限售股 10,208,256 1.08% 0

9 丁建宏 限售股 10,208,256 1.08% 0

10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限售股 8,506,880 0.90% 2,800,000

11 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限售股 6,841,060 0.72% 6,841,060

12 魏兰 限售股 6,805,503 0.72% 0

13 陈林 限售股 6,263,117 0.66% 0

14 吴凤亚 限售股 5,104,127 0.54% 0

15 张定乐 限售股 5,104,127 0.54% 0

16 林海光 限售股 5,104,127 0.54% 0

17 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 限售股 4,566,089 0.48% 4,566,089

18 徐红岩 限售股 4,517,258 0.48% 0

19 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限售股 4,500,697 0.48% 4,500,697

20 方红兵 限售股 4,353,798 0.46% 0

21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限售股 3,848,555 0.41% 3,848,555

22 俞江 限售股 3,780,977 0.40% 0

23 刘恒 限售股 3,402,751 0.36% 0

24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限售股 3,361,791 0.36% 0

25 包秀杰 限售股 2,138,290 0.23% 2,138,290

26 叶启捷 限售股 1,890,488 0.20% 0

27 高健 限售股 1,840,860 0.19% 0

28 苏忠兴 限售股 1,701,375 0.18% 0

29 陆惠岐 限售股 1,701,375 0.18% 0

30 王珏 限售股 1,701,375 0.18% 0

31 刘斌 限售股 1,581,871 0.17% 1,581,871

32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限售股 1,339,976 0.14% 0

33 徐争鸣 限售股 1,290,644 0.14% 0

34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鑫信托金融投资项

目1701期资金信托

流通股 1,274,000 0.13% 0

35 严伟 限售股 880,427 0.09% 0

36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限售股 754,540 0.08% 0

37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限售股 740,508 0.08% 740,508

38 李龙勤 限售股 586,951 0.06% 0

39 邢东剑 限售股 505,476 0.05% 0

40 陆燕 限售股 322,660 0.03% 0

41 王郑宏 限售股 322,660 0.03% 0

42 明亮

197,819股限售股；5,000股

流通股

202,819 0.02% 197,819

43 李德明 限售股 195,532 0.02% 195,532

44 张宇田 限售股 157,798 0.02% 157,798

45 施卫国 限售股 114,346 0.01% 114,346

46 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限售股 99,024 0.01% 99,024

47 肖林 限售股 98,566 0.01% 98,566

48 刘永好 限售股 92,620 0.01% 92,620

合计 --- --- 544,007,512 57.54% 100,658,124

注：以上股东无司法冻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广核核技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

1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221,504,242股限售股；7,849,706

股流通股

229,353,948 24.26% 0

2 陈晓敏 限售股 62,423,759 6.60% 62,423,759

3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限售股 59,464,627 6.29% 0

4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限售股 34,921,194 3.69% 0

5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2,237,093股限售股；319,991股

流通股

12,557,084 1.33% 0

6 黄志杰 限售股 10,261,590 1.09% 10,261,590

7 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 限售股 4,566,089 0.48% 4,566,089

8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限售股 3,848,555 0.41% 3,848,555

9 俞江 限售股 3,780,977 0.40% 0

10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限售股 3,361,791 0.36% 0

11 叶启捷 限售股 1,890,488 0.20% 0

12 高健 限售股 1,840,860 0.19% 0

13 刘斌 限售股 1,581,871 0.17% 1,581,871

14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限售股 1,339,976 0.14% 0

15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鑫信托金融投资

项目1701期资金信托

流通股 1,274,000 0.13% 0

16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限售股 754,540 0.08% 0

17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限售股 740,508 0.08% 740,508

18 邢东剑 限售股 505,476 0.05% 0

19 明亮 197,819股限售股；5,000股流通股 202,819 0.02% 197,819

20 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限售股 99,024 0.01% 99,024

21 肖林 限售股 98,566 0.01% 98,566

合计 --- --- 434,867,742 45.99% 83,817,781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

1 魏建良 限售股 17,013,760 1.80% 0

2 单永东 限售股 10,208,256 1.08% 0

3 丁建宏 限售股 10,208,256 1.08% 0

4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限售股 8,506,880 0.90% 2,800,000

5 魏兰 限售股 6,805,503 0.72% 0

6 陈林 限售股 6,263,117 0.66% 0

7 吴凤亚 限售股 5,104,127 0.54% 0

8 张定乐 限售股 5,104,127 0.54% 0

9 林海光 限售股 5,104,127 0.54% 0

10 徐红岩 限售股 4,517,258 0.48% 0

11 方红兵 限售股 4,353,798 0.46% 0

12 刘恒 限售股 3,402,751 0.36% 0

13 包秀杰 限售股 2,138,290 0.23% 2,138,290

14 苏忠兴 限售股 1,701,375 0.18% 0

15 陆惠岐 限售股 1,701,375 0.18% 0

16 王珏 限售股 1,701,375 0.18% 0

17 徐争鸣 限售股 1,290,644 0.14% 0

18 严伟 限售股 880,427 0.09% 0

19 李龙勤 限售股 586,951 0.06% 0

20 陆燕 限售股 322,660 0.03% 0

21 王郑宏 限售股 322,660 0.03% 0

22 李德明 限售股 195,532 0.02% 195,532

23 张宇田 限售股 157,798 0.02% 157,798

24 施卫国 限售股 114,346 0.01% 114,346

25 刘永好 限售股 92,620 0.01% 92,620

26 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限售股 6,841,060 0.72% 6,841,060

27 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限售股 4,500,697 0.48% 4,500,697

合计 --- --- 109,139,770 11.54% 16,840,343

第四章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根据中广核核技术与陈晓敏、黄志杰、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包秀杰、上海

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合

称“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 ）签署的《资产重组之利润保障协议》、承诺函及相关合

同约定，中广核俊尔2017年度和2018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应

履行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返还分红款项的义务。因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未及时履行

义务，中广核核技术已代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补偿了相应股份。中广核核技术据此向

北京仲裁委提出仲裁， 诉请中广核俊尔原小股东偿付中广核核技术代偿的股份，

2019年12月31日，经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陈晓敏、黄志杰、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包秀杰、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向中广核核技术偿还已为其代偿的股份，分别为6,344,787股、1,042,994

股、391,170股、217,338股、695,330股、457,454股，目前本裁决正在执行阶段。 2020

年3月11日中广核核技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再次提起仲裁， 诉请中广核俊尔原小股

东陈晓敏、黄志杰、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包秀杰、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中广核核技术偿还已为其代偿

的股份，分别为13,459,909股、2,212,621股、829,832股、461,061股、1,475,080股、

970,448股，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3月30日决定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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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

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与签署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对本报告书签署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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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自然人）；

（二）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

件；

（三）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中广核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2002号中广核大厦16

层）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以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

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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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中广核技 股票代码 0008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院3号

楼13层12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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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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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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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544,007,512股

持股比例：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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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34,867,742股

持股比例：45.99%

变动比例：11.5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未来增持或者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 未来12个

月内，若信息披露人增持或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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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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