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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746        证券简称：狩猎股份        主办券商：华创证券 

湖北太子山狩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京山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京山猎商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

行合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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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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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填写 

企业名称 
京山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猎星狩猎”）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刘汉民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5年 12月 24日 

实缴出资 7,500,000 元 

住所 
京山县石龙镇太子山林管局石龙路 1

号 

邮编 431800 

所属行业 股权投资 

主要业务 狩猎项目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821MA488ACX92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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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京山猎商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猎商狩猎”）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刘汉民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5年 12月 24日 

实缴出资 7,500,000 元 

住所 
京山县石龙镇太子山林管局石龙路 1

号 

邮编 431800 

所属行业 股权投资 

主要业务 狩猎项目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821MA488ADPXF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二）自然人填写 

姓名 刘汉民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0年至 2016年 1月任太子山投资

集团总裁；2012年 11 月至 2015年 12

月任太子山狩猎场总裁；2015年 12

月至 2016年 1月任太子山狩猎场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2016 年 2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期三年；2017

年 8月任武汉狩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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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 年 11月任湖

北启程会议策划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2018年 5月任湖北野保精英狩

猎俱乐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狩猎文化宣传交流、推广、狩猎服务；

猎物屠宰加工；旅游景区管理服务；

会务服务;景区规划、咨询服务；射击

运动组织策划、体育休闲观光；树木、

苗圃培植与销售；住宿服务、餐饮服

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湖北省太子山林场管理局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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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权益变动前刘汉民直接持有湖北太子

山狩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44.994%的股

份；京山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京山猎商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分别持有湖北太子山狩猎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5%的股份。刘汉民持有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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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99.98%

的合伙份额，持有京山猎商狩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99.87%的合伙份额。 

资产关系 无   

业务关系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有 

刘汉民为京山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京山猎商狩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因而，权益变

动前刘汉民合计持有湖北太子山狩猎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74.994%表决权。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刘汉民、京山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京山猎商

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汉民、 

京山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京山猎商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份名称 湖北太子山狩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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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97,000

股，占比

74.994% 

直接持股 22,497,000股，占比 44.994%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5,000,000 股，

占比 3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747,000股，占比 17.49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8,750,000 股，占比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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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35,000,000

股，占比

70% 

直接持股 20,000,000股，占比 4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5,000,000 股，

占比 3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250,000股，占比 12.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8,750,000 股，占比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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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018年 12 月 27日，刘汉民通过盘后协议交易

方式直接减持 2,497,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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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2017 年 2 月 3 日，湖北太子山狩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权益变动发生日为

协议转让方式。权益变动前，刘汉民直接持有公司

22497000 股，持股比例为 44.994%。猎星狩猎、猎商狩

猎分别持有公司 7,500,000股，持股比例分别为 15%，信

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74.994%。2018年 12月 27

日，刘汉民通过盘后协议交易方式直接减持 2,497,000

股，减持比例为 4.994%。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比例

由 74.994%变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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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转让所得资金拟借予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汉民、京山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京山猎商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否 

批准程序 否 

批准程序进展 否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无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汉民、京山猎星狩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京山猎商狩猎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8 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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