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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707        证券简称：爱迪科技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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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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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填写 

姓名 张振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智慧交通、智慧人脸识别、智慧安

防、信息安全等系烈产品及技术解

决方案的设计、研发、项目实施和

运维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 2号 SBI创

意园 4楼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 11,899,875 股，持股比

例 3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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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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刘红玲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

总监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智慧交通、智慧人脸识别、智慧安

防、信息安全等系烈产品及技术解

决方案的设计、研发、项目实施和

运维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 2号 SBI创

意园 4楼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 4,550,813股，持股比

例 11.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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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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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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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侯文杰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智慧交通、智慧人脸识别、智慧安

防、信息安全等系烈产品及技术解

决方案的设计、研发、项目实施和

运维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 2号 SBI创

意园 4楼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 5,121,862股，持股比

例 13.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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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姓名 李精全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智慧交通、智慧人脸识别、智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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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信息安全等系烈产品及技术解

决方案的设计、研发、项目实施和

运维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 2号 SBI创

意园 4楼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 1,825,526股，持股比

例 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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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 

 

姓名 侯俊初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曾任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现任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总监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智慧交通、智慧人脸识别、智慧安

防、信息安全等系烈产品及技术解

决方案的设计、研发、项目实施和

运维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 2号 SBI创

意园 4楼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 1,669,525 股，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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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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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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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刘红玲、侯文杰、李精全、侯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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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 

股份名称 爱迪科技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0年 7月 27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23,644,038

股，占比

60.6257% 

直接持股 11,899,875 股，占比 30.5125% 

间接持股 7,193,350 股，占比 18.4444%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4,550,813股，

占比 11.6688%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06,021 股，占比

28.989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338,017 股，占比

31.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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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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60,951

股，占比

82.7204% 

直接持股 11,899,875 股，占比 30.5125% 

间接持股 7,193,350 股，占比 18.4445%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3,167,726股，

占比 33.7634%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37,017 股，占比

33.4283%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223,934 股，占比

49.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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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红玲 

股份名称 爱迪科技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0年 7月 27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23,644,038

股，占比

60.6257% 

直接持股 4,550,813股，占比 11.668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9,093,225股，

占比 48.9569%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06,021 股，占比

28.989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338,017 股，占比

31.6359% 

拥有权益的股份 合计拥有权 直接持股 4,550,813股，占比 11.6688% 



公告编号：2020-033 

7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益

32,260,951

股，占比

82.7204%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7,710,138股，

占比 71.0516%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37,017 股，占比

33.4283%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223,934 股，占比

49.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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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侯文杰 

股份名称 爱迪科技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0年 7月 27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5,121,862

股，占比

13.1330% 

直接持股 5,121,862股，占比 13.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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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565 股，占比 3.2733%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845,297 股，占比 9.8597%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32,260,951

股，占比

直接持股 5,121,862股，占比 13.133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7,139,089股，

占比 69.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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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82.720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37,017 股，占比

33.428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223,934 股，占比

49.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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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精全 

股份名称 爱迪科技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0年 7月 27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1,825,526

股，占比

4.6808% 

直接持股 1,825,526 股，占比 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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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431 股，占比 1.165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1,095 股，占比 3.5156%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32,260,951

股，占比

82.7204% 

直接持股 1,825,526 股，占比 4.680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30,435,425股，

占比 78.0396%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37,017 股，占比

33.428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223,934 股，占比

49.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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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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侯俊初 

股份名称 爱迪科技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0年 7月 27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1,669,525

股，占比

4.2808% 

直接持股 1,669,525 股，占比 4.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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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669,525 股，占比 4.2808%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32,260,951

股，占比

82.7204% 

直接持股 1,669,525 股，占比 4.280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30,591,426股，

占比 78.4396%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37,017 股，占比

33.428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223,934 股，占比

49.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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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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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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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张振、刘红玲、侯文杰、李精全、侯俊初签署《股

东一致行动协议》，使得挂牌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

变更，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权益比例从 60.6257%变为

82.7204%。 

 

（二）权益变动目的 

进一步巩固和稳定现有的公司控制结构，降低股权分散可能导致的管理和控

制风险，提高决策效率，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全体股东价值最大化。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振、刘红玲、侯文杰、李精全、侯俊初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一致行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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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需要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

批准的事项时应采取一致行动，保持一致； 

（2）如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事项向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提出

议案时，须事先与其他各方充分进行沟通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以甲方名义

向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提出提案； 

（3）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

前须事先征询甲方对议案的表决意见，须无条件以甲方所持意见，对股东大会（或

董事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或由其他各方不作投票指示而委托甲方对股东大会

（或董事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 

（4）各方承诺在其作为公司的股东期间（无论持股数量多少），确保其（包

括其代理人）全面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5）各方承诺，任何一方均不得与签署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

内容相同、近似的协议或合同。 

2、期限 

    一致行动协议在公司存续期间长期有效。一致行动关系不得为协议的任何一

方单方解除或撤销；协议所述与一致行动关系相关的所有条款均为不可撤销条

款。 

3、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在协议上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各方在协议期限内应完

全履行协议义务，非经各方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式本协议不得随意变更； 

（2）各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3）上述变更和解除均不得损害各方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 

4、本协议各方在行使股东权利且保持一致行动的过程中，不得损害公司其

他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5、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出现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有权向公司所

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其他重大事项 



公告编号：2020-033 

12 
 

（一）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披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股东一致行动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振、刘红玲、侯文杰、李精全、侯俊初  

2020 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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