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３００３５９

证券简称：全通教育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７９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全通教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炽昌
１、全通教育集团（
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８％）股份转让给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中山教科”），转让完成后，中山教科将持有公司 ５．１８％股份。
２、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３、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４、截止公告日，控股股东拟转让股份尚存在质押情况，如所涉质押部分股份未能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
定解除质押，本次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５、若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各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陈炽昌先生和林小雅女士两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８３％，并通
过全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峰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６４，３２６，９００ 股，直接及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合计 ２６５，８３４，０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二人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系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
１）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林小雅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７年 ２ 月 １６ 日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７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６．６４

４，９５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１６．９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

陈炽昌

大宗交易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８．４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８．２３

２，３００，０００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０．３６％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４ 日

９．０４

１，２７０，０００

０．２０％

陈炽昌

大宗交易

陈炽昌

大宗交易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７ 日

８．７４

１，０４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８ 日

９．４２

８６８，２９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９．１２

７２９，０００

０．１２％

陈炽昌

集中竞价

陈炽昌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７．０６

３，１５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８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７．０２

３，７９６，０００

陈炽昌

集中竞价

０．６０％

２０１８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７．０８

２０４，０００

０．０３

３０，４０７，２９０

４．８０％

合计

（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炽昌先生与中山教科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陈
炽昌先生同意向中山教科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８％。
本次交易以《
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的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基准，转让价
格确定为每股人民币 ５．９７ 元。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东名称

林小雅

陈炽昌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有股份总数

２１，３１２，２２５

３．３７％

１６，３６２，２２５

２．５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２８，０５６

０．８４％

３，８１４，７２５

０．６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９８４，１６９

２．５３％

１２，５４７，５００

１．９８％

持有股份总数

２１０，２５２，１９３

３３．２２％

１５２，３４４，９０３

２４．０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５６３，０４８

８．３０％

２，６４３，２５８

０．４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７，６８９，１４５

２４．９１％

１４９，７０１，６４５

２３．６５％

注：１、林小雅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系其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前持有的股份数量，陈炽昌权益变动前持有
股份指系其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前持有的股份数量；
２、上表中个别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本次股份转让概述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炽昌先生通知，获悉陈炽昌先生与中山教科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 陈炽昌先生向中山教科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的前一交易日（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８％。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基准，转让价格确定为每股人民币 ５．９７ 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陈炽昌先生将持有全通教育 １５２，３４４，９０３ 股，占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２４．０７％，中山教
科持有全通教育股份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５．１８％。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
三、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陈炽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７１＊＊＊＊＊＊＊＊
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文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陈炽昌先生不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不存在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陈炽昌先生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４５ 号裕中大厦 ７ 楼办公室 １５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４２０００ＭＡ４Ｗ４Ｇ０Ｎ７Ｔ
成立日期：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文化教育产品（
含数字化内容）的研发、生产、销售；职业技能培训、文化艺术培训；教育信息
服务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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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９５％，中山中盈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５％。
（
三）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转让方陈炽昌先生与受让方中山教科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四、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协议转让双方
甲方）：陈炽昌
转让方（
受让方（
乙方）：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数量及股比
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通教育无限售流通股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
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占全通教
育总股本的 ５．１８％。
３、股份转让款
３．１ 本交易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５．９７ 元，对应交易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１９，５８１．６０ 万元。
３．２ 付款安排：
监管）账户，共管账户用于本协议交易款
３．２．１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设立共管（
项的收支，其中共管账户在未划出之前，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甲方完成股份过户后 ２ 个工作日内资金划出
到甲方名下账户。 共管账户设立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本次股份转让首期价款（
交易总价
款的 ６０％），即人民币 １１，７４８．９６ 万元。 首期价款支付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解除标的股份的质押状态，以
保障提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前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状态。 甲方须在乙
方支付首期转让款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积极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到乙方名下的相关手续。
３．２．２ 甲方备齐资料向登记机构递交过户申请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剩余 ４０％价
款（
即人民币 ７，８３２．６４ 万元）。 在全部股份过户完成后，２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名下账户划出全部交易资金。
３．３ 因本交易所产生的相关税负，如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确定承担责任方；没
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相关税费各自承担。
４、双方的主要义务
４．１ 甲方的主要义务如下：
４．１．１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不得将本协议约定转让的标的股份转让与第三方。
４．１．２ 本协议签署后至乙方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并成为全通教育股东之时止，如因甲方原因致使本次股
份转让无法完成而导致本协议终止或解除的，甲方应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并在
５ 个工作日内将收款账户里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在甲方占有前述价款资金期间所产生的利息一次性退还至
乙方指定账户。
４．１．３ 甲方应按照证券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披露及报告义务。
４．２ 乙方的义务：
４．２．１ 乙方应按照证券法律法规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依法配合履行披露及报告义务。
４．２．２ 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如因乙方未及时或足额提供资金促成甲方
解除标的股份质押状态，而致使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甲方不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５、本协议签署后，如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和部门对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事宜提出修改意见，除本协议另
有约定外，甲、乙双方应协商一致后就本协议或本协议所涉及到的相关方面进行变更，双方不能协商一致
的，本协议终止，甲方返还乙方支付的全部价款，互不追究责任。
６、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单位公章后成立。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炽昌先生为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拟通过协议转让部分
公司股份的方式为公司引入中山教科作为新股东。本次协议转让后，陈炽昌先生将直接持有公司 １５２，３４４，
９０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０７％，陈炽昌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中山教科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 ３ 亿元，直属中山市国资委，目前业务范围涵盖跨企业
跨学校学生培养、企业员工技能提升、职教师资培训、职业技能鉴定，以及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服务。 中山教
科于 ２０１７ 年投资建成职业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通过“
学校－基地－企业”三方联动的路径，联合行业龙头企
业，培养紧缺适用的技能人才。 中山教科按照党的十九大对职业教育的部署，以及广东省委对中山发展的
新定位，建设教育与产业结合平台、国际职教合作平台、全国职教聚集平台、教育与资本融合平台，全力打
造珠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高端职业技能人才支撑点，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输送优秀的“
大国工匠”。
公司作为粤港澳湾区内优质的教育服务上市公司，业务涵盖 Ｋ１２ 教育及职业教育领域，中山教科入股
全通教育，具有良好的业务协同基础，是国有资本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力推进，也是双向落实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扎实举措。
公司引入中山教科作为新股东，借助中山教科的国有资本增信及职业教育领域的发展基础及经验，将
有助于公司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开拓，提升公司教育产业的服务能力、发展空间，巩固行业优势地位。
六、股东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
１）股份限售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陈炽昌，实际控制人陈炽昌、林小雅夫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前述限售期满
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若本人申报离职，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陈炽昌、林小雅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亦同时承诺：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依法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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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主营业务经营发展所需，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相关对外投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１、对外投资事项一：
关于公司与吉首富华扶贫开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南省吉首市共同实施环保项目暨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与连云港龙顺塑料有限公司、 亚信国际贸易有限会社在日本共同实施塑料深加工项目并出资设
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２］以及《
对外投资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８４］）。
（
１）经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吉首致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吉首致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３３１０１ＭＡ４ＰＲ３Ｌ５Ｈ
公司住所：湖南省吉首市乾州办事处 ２０９ 国道（
原砖瓦厂旁）３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陈思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市政环卫设施建设施工；城乡垃圾清扫管理服务；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服务；垃圾
场建设及运营服务；城乡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处置、再利用；物业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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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３５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０％；吉首富华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５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
（
２）经日本国神户地方法务局核准，桑德顺宝化成株式会社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登记设立，该
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商号：桑德顺宝化成株式会社
社会法人等番号：１４００－０１－１１１３０３
本店：日本国兵库县三木市别所町兴治 ７２４－３３９
法人代表：岳凤杰
资本金数额：日元 ３ 亿元
经营业务：塑料制成品的制造、管理及销售；塑料、废料的进出口及销售；化学制品的进出口及销
售；纤维碎片的进出口及销售；纤维制品的进出口及销售；橡胶、工业橡胶类的回收再利用；金属碎片
的进出口及销售；金属制品的进出口及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及销售；二手车、二手车零部
件的进出口及销售；家用电器及日常杂货品的进出口及销售；服装布料、医药用品及健康食品的进出
口及销售；建筑材料及二手建筑机械的进出口及销售；旧货／古董的进出口及销售；餐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桑德（
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桑德再生资源控
股有限公司）出资 １．８ 亿日元，占其资本金数额的 ６０％；亚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０．６ 亿日元，占其
资本金数额的 ２０％；连云港龙顺塑料有限公司出资 ０．６ 亿日元，占其资本金数额的 ２０％。
２、对外投资事项二：
关于公司与海拉尔区城市基础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设施投资开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共同实施环卫一体化项目暨出
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祁阳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湖南省祁阳县共同实施
环卫一体化项目暨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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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述承诺不会因为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持股限售期结束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持股公司中山市优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优教
投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
之日公司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持股限售期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 实际控制人及优教投资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额的
１０％；其中陈炽昌、林小雅转让其所持股份尚需遵守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为存续公司）与
备注：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优教投资以存续分立的方式，分立为中山市优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峰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为新设公司），后存续公司优教投资名称变更为“
全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２）股份增持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陈炽昌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一年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合计增持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
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陈炽昌先生、林小雅女士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七、其他相关说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
１、本次权益变动符合《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相关人员在不得买卖公司股份的期间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也不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履行承诺的
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２、根据《
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股份转让事
项出具《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告书》（
二）。
３、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
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
２、《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
３、《
特此公告。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
上市公司名称：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全通教育
股票代码：３００３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４５ 号裕中大厦 ７ 楼办公室 １５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全通教育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全通教育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方、中山
教科

指

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通教育、上市公司、公司

指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
关于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陈炽昌将其持有的全通教育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转让给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４５ 号裕中大厦 ７ 楼办公室 １５
法定代表人：郭晓旻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４２０００ＭＡ４Ｗ４Ｇ０Ｎ７Ｔ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含数字化内容）的研发、生产、销售；职业技能培训、文化艺术培训；教育信息
经营范围：文化教育产品（
服务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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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营期限：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长期
股东结构：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９５％；中山中盈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情况

王永靖

男

５１０９２２１９７８０９２２０６９Ｘ

中国

无

董事长

陈泽

男

４４２０００１９８２０７０４００３５

中国

无

董事、总经理

牛国兴

男

４１１５０３１９８６０２０２３０１６

中国

无

董事

李缨

女

３２０４０２１９７２０５２８００２８

中国

无

董事

注：根据中山教科【
２０１７】３４ 号文件，任命王永靖、陈泽、牛国兴、李缨、刘麦同志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
事，免去郭晓旻、潘晓钟、梁志敏、刘家明、陈彦宏同志的公司董事职务，公司尚未办理上述任命的工商变更
手续；另刘麦同志已离职，股东会尚未选举出新的董事人选。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中山教科入股全通教育具有良好的业务协同基础，是国有资本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力推进，也
是双向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扎实举措。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会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全通教育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有全通教育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份，占全通教育总股本 ５．１８％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协议转让。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签署协议主体
甲方（
转让方）：陈炽昌
乙方（
受让方）：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标的股票
指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通教育无限售流通股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
以下简称“
标
的股份”），占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５．１８％。
３、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３．１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份转让的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５．９７ 元， 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９，
５８１．６０ 万元。
３．２ 付款安排：
监管）账户，共管账户用于本协议交易款
３．２．１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设立共管（
项的收支，其中共管账户在未划出之前，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甲方完成股份过户后 ２ 个工作日内资金划出
到甲方名下账户。 共管账户设立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本次股份转让首期价款（
交易总价
款的 ６０％），即人民币 １１，７４８．９６ 万元。 首期价款支付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解除标的股份的质押状态，以
保障提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前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状态。 甲方须在乙
方支付首期转让款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积极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到乙方名下的相关手续。
３．２．２ 甲方备齐资料向登记机构递交过户申请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剩余 ４０％价
款（
即人民币 ７，８３２．６４ 万元）。 在全部股份过户完成后，２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名下账户划出全部交易资金。
４、双方的主要义务
４．１ 甲方的主要义务如下：
４．１．１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不得将本协议约定转让的标的股份转让与第三方。
４．１．２ 本协议签署后至乙方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并成为全通教育股东之时止， 如因甲方原因致使本次股
份转让无法完成而导致本协议终止或解除的，甲方应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并在
５ 个工作日内将收款账户里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在甲方占有前述价款资金期间所产生的利息一次性退还至
乙方指定账户。
４．１．３ 甲方应按照证券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披露及报告义务。
４．２ 乙方的义务：
４．２．１ 乙方应按照证券法律法规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依法配合履行披露及报告义务。
４．２．２ 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如因乙方未及时或足额提供资金促成甲方
解除标的股份质押状态，而致使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甲方不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５、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单位公章后成立。
注：协议条款中对违约责任、税费的承担、争议解决、协议解除与变更等具体内容做了明确约定。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标的股份权利限制等事项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转让的全通教育股份存在质押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日起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全通教育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１、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１８％。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２、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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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复印件）；
１、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３、《
４、本报告书的文本。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８８ 号尚峰金融商务中心 ５ 座 １９ 层
电话：０７６０－８８３６８５９６
传真：０７６０－８８３２８７３６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陈泽
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全通教育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广东省中山市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５９
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４５ 号裕
中大厦 ７ 楼办公室 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减少□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是□ 否√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持股数量：０ 股
持股比例：０．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持股数量：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５．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是□

否√

有□ 无√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增持，亦有可能减持。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陈泽
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
上市公司名称：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全通教育
股票代码：３００３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炽昌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小雅
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文路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全通教育集团（
广
东）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减少其在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全通教育、上市公司

指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陈炽昌、林小雅

实际控制人

指

陈炽昌、林小雅

中山教科

指

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收购管理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一权益变动报告
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陈炽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７１＊＊＊＊＊＊＊＊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文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姓名

林小雅

曾用名

无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７２＊＊＊＊＊＊＊＊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文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陈炽昌先生和林小雅女士两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８３％，并通
过全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峰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６４，３２６，９００ 股，直接及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合计 ２６５，８３４，０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二人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系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陈炽昌先生和林小雅女士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５％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目的
陈炽昌先生、林小雅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全通教育部分
股份；陈炽昌先生为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拟通过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方式为公司引入新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内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
内不排除会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依照《
收购管理办法》和《
准则 １５ 号》，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炽昌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１８５，１４４，９０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５％；信息披露义务人林小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３６２，
２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８％。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１、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林小雅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７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６．６４

４，９５０，０００

０．７８％

林小雅

陈炽昌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有股份总数

２１，３１２，２２５

３．３７％

１６，３６２，２２５

２．５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２８，０５６

０．８４％

３，８１４，７２５

１５，９８４，１６９

２．５３％

１２，５４７，５００

１．９８％

持有股份总数

２１０，２５２，１９３

３３．２２％

１５２，３４４，９０３

２４．０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５６３，０４８

８．３０％

２，６４３，２５８

０．４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７，６８９，１４５

２４．９１％

１４９，７０１，６４５

２３．６５％

注：１、林小雅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系其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前持有的股份数量，陈炽昌权益变动前持有
股份指系其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前持有的股份数量；
２、上表中个别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协议转让双方
甲方（
转让方）：陈炽昌
乙方（
受让方）：中山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数量及股比
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通教育无限售流通股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
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占全通教
育总股本的 ５．１８％。
３、股份转让款
３．１ 本交易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５．９７ 元，对应交易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１９，５８１．６０ 万元。
３．２ 付款安排：
监管）账户，共管账户用于本协议交易款
３．２．１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设立共管（
项的收支，其中共管账户在未划出之前，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甲方完成股份过户后 ２ 个工作日内资金划出
到甲方名下账户。 共管账户设立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本次股份转让首期价款（
交易总价
款的 ６０％），即人民币 １１，７４８．９６ 万元。 首期价款支付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解除标的股份的质押状态，以
保障提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前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状态。 甲方须在乙
方支付首期转让款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积极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到乙方名下的相关手续。
３．２．２ 甲方备齐资料向登记机构递交过户申请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剩余 ４０％价
即人民币 ７，８３２．６４ 万元）。 在全部股份过户完成后，２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名下账户划出全部交易资金。
款（
３．３ 因本交易所产生的相关税负，如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确定承担责任方；没
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相关税费各自承担。
４、双方的主要义务
４．１ 甲方的主要义务如下：
４．１．１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不得将本协议约定转让的标的股份转让与第三方。
４．１．２ 本协议签署后至乙方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并成为全通教育股东之时止， 如因甲方原因致使本次股
份转让无法完成而导致本协议终止或解除的，甲方应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并在
５ 个工作日内将收款账户里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在甲方占有前述价款资金期间所产生的利息一次性退还至
乙方指定账户。
４．１．３ 甲方应按照证券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披露及报告义务。
４．２ 乙方的义务：
４．２．１ 乙方应按照证券法律法规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依法配合履行披露及报告义务。
４．２．２ 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如因乙方未及时或足额提供资金促成甲方
解除标的股份质押状态，而致使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甲方不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５、本协议签署后，如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和部门对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事宜提出修改意见，除本协议另
有约定外，甲、乙双方应协商一致后就本协议或本协议所涉及到的相关方面进行变更，双方不能协商一致
的，本协议终止，甲方返还乙方支付的全部价款，互不追究责任。
６、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买、卖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单位公章后成立。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陈炽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５，１４４，９０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５％，其
中累计质押股份 １８０，０３１，３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４４％，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９７．２４％；林小雅女士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３６２，２２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８％，其中累计质押股份 １３，４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２．１２％，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８１．９０％。
除此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六、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炽昌先生为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拟通过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方式
为公司引入中山教科作为新股东。 本次协议转让后，陈炽昌先生将直接持有公司 １５２，３４４，９０３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２４．０７％，陈炽昌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变更。
中山教科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 ３ 亿元，直属中山市国资委，目前业务范围涵盖跨企业
跨学校学生培养、企业员工技能提升、职教师资培训、职业技能鉴定，以及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服务。 中山教
科于 ２０１７ 年投资建成职业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通过“
学校－基地－企业”三方联动的路径，联合行业龙头企
业，培养紧缺适用的技能人才。 中山教科按照党的十九大对职业教育的部署，以及广东省委对中山发展的
新定位，建设教育与产业结合平台、国际职教合作平台、全国职教聚集平台、教育与资本融合平台，全力打
造珠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高端职业技能人才支撑点，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输送优秀的“
大国工匠”。
公司作为粤港澳湾区内优质的教育服务上市公司，业务涵盖 Ｋ１２ 教育及职业教育领域，中山教科入股
全通教育，具有良好的业务协同基础，是国有资本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力推进，也是双向落实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扎实举措。
公司引入中山教科作为股东，借助中山教科的国有资本增信及职业教育领域的发展基础及经验，将有
助于公司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开拓，提升公司教育产业的服务能力、发展空间，巩固行业优势地位。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小雅女士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炽昌先生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８６８，２９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０．１４％， 交易均价为 ９．４２ 元／股；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７２９，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２％，交易均价为 ９．１２ 元／股；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３，１５０，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０％，交易均价为 ７．０６ 元／股；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３，７９６，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０％，交易均价为 ７．０２ 元／股；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２０４，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３％，交易均价为 ７．０８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载的公告。
除上述情形之外，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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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以及中国证
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炽昌、林小雅
签名：
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３、《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１、全通教育集团（
２、联系电话：０７６０－８８３６８５９６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全通教育集团（
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中山市

股票简称

全通教育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陈炽昌、林小雅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不适用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 否 □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陈炽昌
林小雅：
股票种类：Ａ 股
股票种类：Ａ 股
持股数量：２１０，２５２，１９３ 股
持股数量：２１，３１２，２２５ 股
持股比例：３３．２２％
持股比例：３．３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陈炽昌：
林小雅：
股票种类：Ａ 股
股票种类：Ａ 股
持股数量：１５２，３４４，９０３ 股
持股数量：１６，３６２，２２５ 股
变动比例：９．２０％
变动比例：０．７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会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
其他相关义务。 ）
是√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７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６．９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８．４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８．２３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０．３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４ 日

否□

９．０４

１，２７０，０００

０．２０％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７ 日

８．７４

１，０４０，０００

０．１６％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８ 日

９．４２

８６８，２９０

０．１４％

是□

否√

陈炽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９．１２

７２９，０００

０．１２％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陈炽昌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７．０６

３，１５０，０００

０．５０％

陈炽昌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７．０２

３，７９６，０００

０．６０％

陈炽昌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７．０８

２０４，０００

０．０３

３０，４０７，２９０

４．８０％

合计

０．６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陈炽昌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炽昌、林小雅
签名：
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额（
万元）

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合计

变更前

股东名称

变更前

股东名称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额（
万元）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４３９．９０

８７．９８％

６９，４６５．３７

８７．９８％

广西富鸣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８９５．５９

１０．００％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０．１０

０．０２％

１５．７９

０．０２％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０％

７８９．５６

１．００％

江苏聚慧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０％

７８９．５６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９５５．８７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３、对外投资事项三：
关于公司与池州市贵池区市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容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安徽省池州市共同实施环卫一体项目暨出资设立合资企业的议案》、《
关于投
资建设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利用项目并对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湖北博诚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第九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８］以及《
对外投资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９］）。
（
１）经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池州乡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登
记注册完毕，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池州乡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４１７０２ＭＡ２Ｔ４５Ｆ６７Ｃ
公司住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白浦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杨万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环保产业开发、建设、运营（
包括道路清扫保
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分类及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河道保洁、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及销售）；园林绿化、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环卫车辆、设备租赁与销售；物业管理；
物流代理服务；物联网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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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０％；池州市贵池区市容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０％。
（
２）经孝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湖北博诚环保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办理完成了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湖北博诚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０５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东名称

陈炽昌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公告
进行增资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披露在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９８］ 以及 《
对外投资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３］）。
（
１）经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呼伦贝尔海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呼伦贝尔海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１５０７０２ＭＡ０Ｑ０Ａ５ＸＸＤ
公司住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岭上家园 Ｂ 区 ４９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韦鑫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凭资质经营）、小区物业服务（
凭资质经营）。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及
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垃圾无害处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
发、销售、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再生资源的回
收与利用；市水、污水处理项目运营。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０１６．６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５．２１％；海拉尔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开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９８３．３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４．７９％。
（
２）经祁阳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祁阳祁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设立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祁阳祁美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３１１２１ＭＡ４ＰＸＫＡＫ９３
公司住所：湖南省祁阳县浯溪街道办事处沿江路 １３９ 号六楼
法定代表人：陈思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４３３．１６ 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环保产业开发、建设、运营，道路清扫保洁，垃
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分类及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河道保洁，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及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环卫车辆、设备租赁与销售；土壤修复
技术；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物业管理；物流、物联网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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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 ５，７８９．８４４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０％；祁阳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４３．３１６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
（
３）经南宁市武鸣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南宁桑德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８，９５５．８７ 万元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炽昌先生与中山教科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陈
炽昌先生同意向中山教科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３２，８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８％。
本次交易以《
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的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基准，转让价
格确定为每股人民币 ５．９７ 元。
３、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累计达到 ９．９８％。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基本情况

性别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３２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５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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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以下简称“
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灵
２０１８年 １１ 月 ８ 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灵康控股”）关于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通知，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收到灵康控股通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１５２ 万股质押给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商证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７－０４５）。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收到灵康控股通知，灵康控股就上述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与浙商
证券办理了延期购回业务，最新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６ 日，并补充质押 ７６０．７０ 万股给
浙商证券作为上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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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４、对外投资事项四：
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兴平
２０１８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桑德鸿远建设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披露在 《
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２１］以及《
对外投资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２２］）。
事项公告》［
经兴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兴平桑德鸿远建设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办理
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兴平桑德鸿远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７，０００ 万元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变更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
持股比例

１９，８００

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合计

９９％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４６，５３０

９９％

２００

１％

４７０

１％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７，０００

１００％

５、对外投资事项五：
关于对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嘉鱼桑德甘泉水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２３］以及《
对外投
资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２６］）。
经嘉鱼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嘉鱼桑德甘泉水业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办理完成了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嘉鱼桑德甘泉水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变更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启迪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合计

变更后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５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

公司上述于近期设立、增资的子公司将具体负责实施当地的环保项目投资、运营相关业务，上述
对外投资事项将对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同时，公司将视上述业务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８－０５７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销已回购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毕质押登记手续。
二、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灵康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８，０１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５０％。
累计质押股份 １４，３１２．８７ 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７９．４４％，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３２％。 剩余未质
押的股数为 ３，７０５．１３ 万股。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情况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灵康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资金还款来源包括投资收益、上市公司分红等。 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
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出现平仓风险，灵康控股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追加
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１１ 月 ９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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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三届

９ 日予以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变
动情况如下：
类别

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晶方科技关于回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８－０３７）。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２０１８

本次变动前
数量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９，５９０，７７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４，６３１，１７９

股份总数

２３４，２２１，９５５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比例

增减（
＋、－）

数量

比例

２５．４４％

－３０，０００

５９，５６０，７７６

２５．４３％

７４．５６％

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７４，６３１，１７９
２３４，１９１，９５５

７４．５７％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已获授但未

董事会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００００ 股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８年 １１ 月 ９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