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19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份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接

到控股股东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 ）的函告，获悉川恒

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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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川恒集

团

是 1,700,000

2018年2月

12日

2021年2月

11日

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55% 自用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川恒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10,968,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6.39%。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52,9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7.01%，占公司总

股本的12.99%。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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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8-009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

1

月份

生产经营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397.65 397.65 5.2% 5.2%

货邮吞吐量（万吨） 10.15 10.15 12.5% 12.5%

航空器起降（万架次） 2.96 2.96 3.5% 3.5%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编号：

2018-017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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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控股” ）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三鼎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33,000,000股质押给长安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初始交易日2018年2月14日，购回交易

日为2020年2月14日。 上述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6%。

截止本公告日， 三鼎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337,523,9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2%。 本次股票质押后，三鼎控股质押股票合计291,540,000股，质押股票数 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86.38%，占公司总股本的35%。

上述股权质押所获得资金主要用于补充三鼎控股的流动资金， 其质押融资 的还款

来源包括控股股东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三鼎控股具备 资金偿还能力，不

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358

证券简称：华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05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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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接到公司第一大股

东、董事长陈竞宏先生通知，陈竞宏先生已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13,000,000股质

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出质人：陈竞宏；

2、质权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交易类型：股票质押回购交易；

4、质押时间：2018年2月13日；

5、 质押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质押1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8.13%；

6、质押股份类型：限售流通股；

7、质押期限：自2018年2月13日至2020年2月12日；

8、质押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为89,744,100股，占公司总股本56.09%，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押股票13,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14.49%，占公司总股本的8.13%。

特此公告。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4日

股票代码：

002536

股票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3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2月13日接到控股

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宛西控股” ）的通知:宛西控股于2018年2

月12日将原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的2,25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办理了

解除质押手续，上述股份解除质押的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宛西控股 是 2,250

2017年2月

20日

2018年2月

12日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西峡支行

19.17%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宛西控股持有公司11,739.9363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5.17%；

宛西控股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9,150万股，占宛西控股持股数量的77.94%，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27.41%。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19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

完成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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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8年2月9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了《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拟办理股份补充质

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

2018年2月13日公司收到百川资管通知，百川资管与本次可交换债券受托管理人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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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股票的

补充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百川资管已于2018年2月12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3,06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97%）划入了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2、本次质押于2018年2月13日取得质押登记证明。

截至本公告日，百川资管共持有公司股份385,063,2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33%。至

本次质押登记事项办理完毕后，百川资管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341,560,000股，占其持

股总数的88.70%，占公司总股本的33.11%，全部为限售流通股。

关于百川资管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债券的后续事项， 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

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4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

600022

编号：

2018-006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增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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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公

司股东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递交的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前，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据收到的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称，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

管计划于2017年2月2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买入421,

021,090股，买入均价2.73元，买入比例为届时公司总股本的4.9999994%。具

体情况如下：

1.增持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增持目的：进行股权投资，获取股票增值收益。

3.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买入方式 买入时间

买入均价

（元/股）

买入数量

（股）

买入比例

平安大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7年2月23日 2.73 421,021,090 4.9999994%

4.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权益的

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持有公司股份。

2017年2月23日，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买入421,021,090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占公司届时总股本的

4.9999994%。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421,021,090股，占上市公司届时总股本的4.9999994%。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增持行为是进行股权投资，获取股

票增值收益，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421,021,090股，占公司届时总股本的4.9999994%。

3.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变化，不涉及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4.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不再增持公司股份。

5. 上述增持事项涉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增持)》。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4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

600022

编号：

2018-007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减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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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公

司股东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递交的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前，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47,327,4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94%。 根据收到的《山东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称，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于2017年

8月24日至2017年10月2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卖出

432,327,417股 ， 减 持均价 2.5784元 ， 减 持比 例 为 公 司总股本的

3.9494401%； 于2017年9月4日至2017年9月1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累计卖出115,000,000股，减持均价2.5457元，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

的1.0505593%；合计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4.9999994%；不再持有本公司

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东减持基本情况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年8月24日至

2017年10月26日

2.5784 432,327,417 3.9494401%

大宗交易

2017年9月4日至

2017年9月13日

2.5457 115,000,000 1.0505593%

2.本次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

类别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平安大华平安金橙

财富稳盈284号资

产管理计划

普通股 547,327,417 4.9999994% 0 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变化，不涉及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2. 上述减持事项涉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减持)》。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4日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股票代码：600022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18年2月13日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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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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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东钢铁” 或“公司”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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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管

理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其在山东钢铁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山东钢铁 指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

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 指 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平安大华基金作为管理人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

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山

东钢铁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行为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

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楼

法定代表人 罗春风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788478XL

经营期限 自2011年1月7日至永续经营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楼

联系人 俞瑶

联系电话 0755-22626286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主要股东或发起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0.70%

三亚盈湾旅业有限公司 14.30%

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

留权

任职情况

兼职情

况

罗春风 男

420106********49

99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无

肖宇鹏 男

360103********23

36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兼总经

理

无

付强 男

420106********49

5X

中国 中国 无 副总经理 无

林婉文 女 E2998**9C 新加坡 中国 新加坡 副总经理 无

汪涛 男

340803********26

77

中国 中国 无 副总经理 无

陈特正 男

370222********17

33

中国 中国 无 督察长 无

姚波 男 P89**76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董事 无

陈敬达 男 A841**0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董事 无

杨玉萍 女

411326********00

40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叶杨诗明 女 D32***8（5）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加拿大 董事 无

张文杰 男 S16575**G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董事 无

李兆良 男

210211********58

32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李娟娟 女

340505********00

25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刘雪生 男

430402********25

79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潘汉腾 男 S0068**6C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董事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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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

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

划通过大宗交易买入山东钢铁股份，其目的是进行股权投资，获取股票增值

收益，为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收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

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山东钢铁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山东钢铁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数 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

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

划

普通股 0 0 421,021,090 4.9999994%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不持

有山东钢铁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

284号资管计划将持有421,021,090股， 占山东钢铁届时总股本比例为

4.9999994%，不是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简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于2017年2月23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买入421,021,090股，买入比例为公司届时总

股本的4.9999994%。

买入方式 买入时间

买入均价（元

/股）

买入数量（股） 买入比例

大宗交易 2017年2月23日 2.73 421,021,090 4.9999994%

上述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21,021,090股， 占山东钢铁届时总股本比例为

4.9999994%，不是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买

入的股份系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参与山东钢铁2015年

定向增发获配股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信

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买入股份后6个月内不得

卖出。

第四节前6个月内买卖山东钢铁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增持股份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

284号资产管理计划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并未买卖山东钢

铁股份。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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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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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备查地点：本报告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济南市工业北路21号

股票简称 山东钢铁 股票代码 60002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

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

管理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

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

中心3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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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交易（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

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资管计划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

计划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421,021,09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994%

本次变动数量：增加421,021,090股

本次变动比例：增加4.9999994%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

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资管计划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

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资管计划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罗春风

签署日期：2018年2月13日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股票代码：600022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8年2月13日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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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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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东钢铁” 或“公司”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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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管

理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山东钢铁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山东钢铁 指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

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 指 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平安大华基金作为管理人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

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减持山东钢铁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行为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

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楼

法定代表人 罗春风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788478XL

经营期限 自2011年1月7日至永续经营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楼

联系人 俞瑶

联系电话 0755-22626286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主要股东或发起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0.70%

三亚盈湾旅业有限公司 14.30%

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

留权

任职情况

兼职情

况

罗春风 男

420106********49

99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无

肖宇鹏 男

360103********23

36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兼总经

理

无

付强 男

420106********49

5X

中国 中国 无 副总经理 无

林婉文 女 E2998**9C 新加坡 中国 新加坡 副总经理 无

汪涛 男

340803********26

77

中国 中国 无 副总经理 无

陈特正 男

370222********17

33

中国 中国 无 督察长 无

姚波 男 P89**76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董事 无

陈敬达 男 A841**0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董事 无

杨玉萍 女

411326********00

40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叶杨诗明 女 D32***8（5）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加拿大 董事 无

张文杰 男 S16575**G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董事 无

李兆良 男

210211********58

32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李娟娟 女

340505********00

25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刘雪生 男

430402********25

79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无

潘汉腾 男 S0068**6C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董事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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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

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减持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

划减持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资管计划投资人的投资收益。

二、预计未来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平安大华平安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

划已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山东钢铁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 份 类

别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数 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平安大华平安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

资产管理计划

普通股 547,327,417 4.9999994% 0 0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持有

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47,327,4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94%，

不是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简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计划于2017年8月24日

至2017年10月2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卖出432,

327,417股， 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3.9494401%； 于2017年9月4日至

2017年9月1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累计卖出115,000,000股，减

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1.0505593% ； 合计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

4.9999994%。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

易

2017年8月24日至2017年

10月26日

2.5784 432,327,417 3.9494401%

大宗交易

2017年9月4日至2017年9

月13日

2.5457 115,000,000 1.0505593%

本次上述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

计划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部分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四节前6个月内买卖山东钢铁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

生之日前6个月并未买卖山东钢铁股份。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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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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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备查地点：本报告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济南市工业北路21号

股票简称 山东钢铁 股票代码 60002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

金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

管理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

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

中心3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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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交易（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

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资管计划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547,327,417股

持股比例： 4.999999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管理的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资管

计划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0

本次变动数量：减少547,327,417�股

本次变动比例：减少4.9999994%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

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资管计划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

的金橙财富稳盈284号

资管计划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平安大华平安金

橙财富稳盈284号资产管理计划”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罗春风

签署日期：2018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