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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704        证券简称：锦城股份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

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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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 

公司名称 威海天成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建明 

设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50 万元 

住所 
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苑街道浦东

路 6-6 号 

邮编 264200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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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494164354A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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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李建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李建明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公司名称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迟少林 

设立日期 1997 年 11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27500 万元 

住所 威海经技区浦东路 9-10 

邮编 264200 

所属行业 电子器件制造 

主要业务 

电源线、充电电源、开关电源、充电

连接器、高压连接器、舰船、海工平

台、气保焊枪、新能源汽车等用途特

种线缆及组件、塑胶的设计、研发、

生产和销售;从事自营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依法禁止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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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61375530XH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威海市明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迟少林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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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威海天成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锦城股份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

权益

14,994,000

股，占比

17.59% 

直接持股 14,994,000 股，占比 17.59%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650,254 股，占比 4.2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43,746 股，占比 13.31%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

权益

12,779,000

股，占比

14.99% 

直接持股 12,779,000 股，占比 14.99%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35,254 股，占比 1.6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43,746 股，占比 13.31%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有 

威海天成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盘后

协议转让方式出让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 2,215,000 股，持股数由 14,994,000 股减少

至 12,779,000 股，持股比例由 17.59%减少至

14.99%，触发权益变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锦城股份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合计拥有

权益

直接持股 57,449,159 股，占比 67.41%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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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 57,449,159

股，占比

67.41%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0 股，占比 0.0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7,443,159 股，占比 67.40%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

权益

59,664,159

股，占比

70.01% 

直接持股 59,664,159 股，占比 70.01%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21,000 股，占比 2.6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7,443,159 股，占比 67.40%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有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为德州锦城电装股份

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2018 年 7 月 26 日通过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盘后协议转让方式受

让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215,000

股，持股数由 57,449,159股增加至 59,664,159股，

持股比例由 67.41%增加至 70.01%，触发权益变

动。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通过做市转让           □投资关系或协议方式  

□国有股行政计划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二）权益变动目的 

2018 年 7 月 26 日公司股东威海天成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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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股份转让系统协议转让方式出让公司股份 2,215,000 股，持股比例由 17.59%减

少至 14.99%，触发权益变动； 

2018 年 7 月 26 日公司控股股东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协议转让方式增加公司股份 2,215,000 股，持股比例由

67.41%增加至 70.01%，触发权益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自愿转让，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转让。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威海天成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此次转让系威海天成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和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盘后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增持德州锦

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的流通股，不存在行政划转或变更、法院裁定的情形。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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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内容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人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股份转让完成后，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为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德州锦城电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