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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正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变更公告 

 

一、 变更基本情况 

（一） 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 变更方式 

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通过取得挂牌公司发行

的新股并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第一大股东由孙尚松变更为焦作焦投

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孙尚松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由孙尚松、焦小兵、周巍变更为河南省财政厅，存在新增的

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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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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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 

1、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焦作焦投

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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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否 

否 

 

 

二、 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 法人填写（如适用） 

 

公司名称 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毅敏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1992年 7月 20日 

注册资本 5,000,000,000 

住所 住所郑州市黄河路 121号 

邮编 4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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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科技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顾

问，企业重组策划，技术开发及服务，以上经

营项目的信息咨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000169955769X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否 

控股股东情况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情况 河南省财政厅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是否属于失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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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2019年 4月 29日，河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

议，就本次认购事项进行了审查

论证，同意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通过“基金+直投”方式对正

旭科技进行股权投资，其中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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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投资

1050万元，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投资 3150

万元，认购价格为 2.10元/股。

2019年 10月 8日，河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作出《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河南省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050万

元，以 2.10元/股的价格认购正

旭科技 500万股。 

 

（二） 合伙企业填写（如适用） 

 

企业名称 
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河南省财政厅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合伙协议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9年 8月 16日 

实缴出资 41,920,000 



公告编号：2020-23 

住所 
焦作市山阳区塔南路 1736号嘉隆国

际 2号楼 21层 8号 

邮编 454002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

服务业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800MA478UHJ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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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2019年 9月 25日，焦作焦投

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召开 2019年第一次投

委会，同意由焦作焦投军民融

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货币对正旭科技进行增资，

增资金额 3,150.00万元。 

 

 

企业名称 
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焦作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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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合伙协议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9年 4月 19日 

实缴出资 22,000,000 

住所 
焦作市示范区南海路 2811号焦作腾

云电商产业园一号楼三楼 B303 

邮编 454002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

服务业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800MA46LXWM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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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2019年 10月 24日，焦作通

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召开 2019年第四次投委

会，审议通过焦作通财创新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货

币方式对正旭科技进行增资，

增资金额 52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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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主体填写（如适用） 

 

名称 河南省财政厅 

类型 政府机关 

实际控制人名称 -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其他相关情况 无 

 

三、 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通过认购发行人发行的新股，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将持有正旭科技 32.54%的股份，成为正旭科技的第一大股东，

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于 2020年 1月 8日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约定协议各方就一致行动事项行使相关权利前，应就一致

行动事项充分协商，并形成一致意见。在各方未就一致行动事项达成一

致意见前，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行使相关权利。若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应按照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意向进行表决，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河南

省财政厅，因此本次发行后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南省财政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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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变更，对公

司业务尚未有影响。 

 

四、 其他事项 

（一） 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 

 

 

 

（二）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

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 

批准程序 - 

批准程序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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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限售情况 

（一）自愿限售 

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认购的本次定向发行

的股票为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认购对象自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成

功之日（按本次新增认购股票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登记之日为准）起自愿锁定三年。 

（二）法定限售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按照本办法进

行公众公司收购后，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

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作

为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其所持有的新增股票限售安排不违反《非上市公

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 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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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 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营

业执照； 

（二） 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三） 《河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焦作焦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焦作通财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协议》 

 

 

 

 

河南正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