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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310        证券简称：威奥科技        主办券商：民生证券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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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雷 

设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9 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住所 新疆克拉玛依市金龙镇 

邮编 834003 

所属行业 建筑装饰与其他建筑业（E50） 

主要业务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园

林设备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水暖维

修；花卉销售及租赁；清洁、园林园

艺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土石

方工程施工；油罐清洗，食品、其他

日用品销售；游泳室内场所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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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502007318166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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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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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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同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克拉玛

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

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无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2020 年 6 月 8 日，新疆同益

投资有限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同

日，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

任公司作出执行董事决定，同意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

司以 594.00 万元现金认购威奥科

技本次发行的 2,000 万股股票中

的 594 万股股票。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名称 威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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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6 日 

直接持股 85,590,000 股，占比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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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前） 

合计拥有

权益

85,590,000

股，占比

77.81%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占比 0.0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0,000,000 股，占比 63.6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90,000 股，占比 14.17%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后） 

合计拥有

权益

91,530,000

股，占比

70.41% 

直接持股 91,530,000 股，占比 70.41%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占比 0.0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5,940,000 股，占比 58.4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90,000 股，占比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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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8 日，新疆同益投资有限公司

作出股东决定，同日，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

限责任公司作出执行董事决定，同意克拉玛依

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以 594.00 万元现金认

购威奥科技本次发行的 2,000 万股股票中的 594

万股股票。上述新增股份将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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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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4 月 21 日，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交易，权益变动发生日为

竞价交易方式。2020 年 10 月 1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取得挂牌公司发行

的新股，增持挂牌公司股票 594 万股，因挂牌公司总股

本从 11,000 万股增加到 13,000 万股，绿海园艺拥有权

益比例从 77.81%变为 70.41%。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公司新发行的

股份，系股东自愿增持。本次发行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经营决策、公司治理、持续发展及持续盈利能力等方面造成不利影

响。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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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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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9 日，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威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 

（一）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方式：594 万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认购

方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的要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二）认购股份价格：1.00 元/股。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合同自合同双方签字之日起成立，

经本次定向发行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生效。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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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2、《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生

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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