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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音飞储存
股票代码：603066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号楼20层2001
户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号楼20层2001
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1年2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
15号准则” ）及相关
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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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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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南京音飞
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音飞储存”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音飞储存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他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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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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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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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音飞储存

指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0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股份权利限制情况，如质押、冻结等。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手续，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的未清偿负债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未清偿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
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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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证监会及交易所
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本次权益变动将不会导致音飞储存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股份转让协议》；
（三）本报告书的文本；
（四）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声明
本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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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跃跃
签署日期：2021年2月26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603066

基本情况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
上市公司所在地
公司

山东昌隆、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音飞储存

指

山东昌隆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30,070,29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0.00%）转让给金跃跃先生。转让完成后，山东昌隆直接持有上市
公司40,620,88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13.51%。金跃跃先生
直 接 持 有 上 市 公 司 30,070,290 股 股 份 ， 占 上 市 公 司 股 本 总 额 的
10.00%。

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号楼20层2001户

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号楼20层2001户

法定代表人

金跃跃

注册资本

15,000万
91320000682983269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企业管理；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成立日期

2008年11月28日

主要股东

上海源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山东昌隆90%股权，金跃跃直接持有山东昌隆
10%股权。其中，金跃跃持有上海源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99%财产份额。

山东昌隆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南京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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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是 □
人

否 ■

否 ■

协议转让 ■
间接方式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昌隆；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持股数量：70,691,170；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比例：23.51%。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昌隆；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40,620,880；
及变动比例
持股比例：13.5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姓名

603066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讯
荣世纪综合楼 (大荣中心)2号楼20层
地址
2001户；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多选）
继承 □
其他 □

名称

金跃跃

股票代码

江苏南京

是否有境外居留 在山东昌隆任职
权
情况
无

其他任职情况

执行董事、 法定 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兼总
代表人
经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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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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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山东昌隆于2021年2月26日与其实际控制人金跃跃先生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山东昌
隆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有的30,070,290股公司股份转让给金跃跃先生， 转让数量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00%。本次交易完成后，山东昌隆持有上市公司40,620,880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13.51%， 金跃跃先生持有上市公司30,070,290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00%。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上市公司股东对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进行调整，形成多元化的
股权结构，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人员、资
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股份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加或
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山东昌隆持有上市公司70,691,170股普通股，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51%。金跃跃先生没有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山东昌隆持有上市公司40,620,88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51%，
金跃跃先生持有上市公司30,070,29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0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股份转让
对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
甲方（转让方）：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号楼20层2001户
法定代表人：金跃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829832699
乙方（受让方）：金跃跃
1、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音飞储存” ）为一家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3066，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其总股本为
300,702,900股。
2、甲方为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
区） 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音飞储存70,691,170股股份 （约占音飞储存总股本的
23.51%）。
3、乙方为甲方实际控制人。
4、甲方同意按照每股人民币【6.975】元的价格，以总价人民币【209,740,272.75】元（大
写：贰亿玖佰柒拾肆万贰佰柒拾贰元柒角伍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音飞储存【30,
070,290】股股份（占音飞储存总股本的10.00%，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 ）转让给乙方。
5、股份转让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过户
（1）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办理完成过后登记后，乙方在接到甲方付款通知后向甲方支付
股份转让款，具体付款节点由双方另行协商。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配合乙方共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
标的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手续。
（3）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确认无异议函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甲方与乙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甲
方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
6、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1）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按照法律法规及上市公
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标的股份对应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乙方享有。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标的股份由甲方管理，甲方不得就
标的股份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担保、优先权、第三人权益、其他任何形式的限制或担保
权益，及其它任何形式的优先安排。
7、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是真实、完整的，无任何虚假、错误或遗漏，并且在本协议书
签署之后以及履行期间持续有效。
（2）甲方拥有完全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订立本协议，并按本协议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
（3）甲方已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获得必要的内、外部的审批和授权，拥有签署、递交和履
行本协议所需的行为能力，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4）签署、交付及履行本协议书，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违反自身的公司
章程，不违反其与第三人签署的合同（已经取得第三人同意的除外）或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
关、监管机构、仲裁机构发出的判决、命令或裁决等、公告等程序。
（5）甲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的悬而未决的争议、诉讼、
仲裁、司法或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之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也不存在将要对其提起
诉讼、仲裁、司法或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并可能导致标的股份被冻结、查封的情形或者风险。
8、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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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1年2月26日10: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9:15至15:00中的
任意时间。
2、地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北京市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西环中路12号）
3、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炎顺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10人，代表股份（有效表决股
数）12,572,500,26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58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 （代表股东72人），
代表股份（有效表决股数）5,542,021,03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390%。其中，出
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人（代表股东23人,其中1名A股股东代理人同时也是B
股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数量5,451,073,50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774%；B股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东49人），代表股份数量90,947,53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16%。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3,099人，代表股份7,030,479,23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2198%。
8、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非独立董事潘金峰先生、王晨阳先生、宋杰先生、高文
宝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6人。监事徐涛先生、魏双来先生、史红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5）发行数量；
（6）限售期；
（7）上市地点；
（8）募集资金用途；
（9）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0）决议有效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 月 是 □
内继续增持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 在
是 □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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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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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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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是 □
否□
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
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跃跃
签署日期：2021年2月26日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音飞储存
股票代码：603066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跃跃
通讯地址：南京市鼓楼区玉泉路8号506室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21年2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
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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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15号准则” ）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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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南京音飞
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音飞储存”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音飞储存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他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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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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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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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音飞储存

指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603066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金跃跃

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

指

山东昌隆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3,070,290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0.00%）转让给金跃跃先生。转让完成后，山东昌隆直接持有上市
公司40,620,88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13.51%。金跃跃先生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070,29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10.00%。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0.00%。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上市公司股东对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进行调整，形成多元化的
股权结构，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人员、资
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股份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加或
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金跃跃先生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山东昌隆持有上市公司40,620,88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51%，
金跃跃先生持有上市公司30,070,29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0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股份转让
对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
甲方（转让方）：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号楼20层2001户
法定代表人：金跃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829832699
乙方（受让方）：金跃跃
1、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飞储存” ）为一家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3066，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其总股本为
300,702,900股。
2、甲方为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
区） 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音飞储存70,691,170股股份 （约占音飞储存总股本的
23.51%）。
3、乙方为甲方实际控制人。
4、甲方同意按照每股人民币【6.975】元的价格，以总价人民币【209,740,272.75】元（大
写：贰亿玖佰柒拾肆万贰佰柒拾贰元柒角伍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音飞储存【30,
070,290】股股份（约占音飞储存总股本的10.00%，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 ）转让给乙方。
5、股份转让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过户
（1）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办理完成过后登记后，乙方在接到甲方付款通知后向甲方支付
股份转让款，具体付款节点由双方另行协商。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配合乙方共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
标的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手续。
（3）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确认无异议函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甲方与乙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甲
方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
6、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1）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按照法律法规及上市公
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标的股份对应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乙方享有。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标的股份由甲方管理，甲方不得就
标的股份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担保、优先权、第三人权益、其他任何形式的限制或担保
权益，及其它任何形式的优先安排。
7、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是真实、完整的，无任何虚假、错误或遗漏，并且在本协议书
签署之后以及履行期间持续有效。
（2）甲方拥有完全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订立本协议，并按本协议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
（3）甲方已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获得必要的内、外部的审批和授权，拥有签署、递交和履
行本协议所需的行为能力，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4）签署、交付及履行本协议书，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违反自身的公司
章程，不违反其与第三人签署的合同（已经取得第三人同意的除外）或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
关、监管机构、仲裁机构发出的判决、命令或裁决等、公告等程序。
（5）甲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的悬而未决的争议、诉讼、
仲裁、司法或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之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也不存在将要对其提起
诉讼、仲裁、司法或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并可能导致标的股份被冻结、查封的情形或者风险。
8、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金跃跃先生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手续，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的未清偿负债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未清偿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
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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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证监会及交易所
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本次权益变动将不会导致音飞储存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股份转让协议》；
（三）本报告书的文本；
（四）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声明
本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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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跃跃
签署日期：2021年2月26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
上市公司所在地
公司

江苏南京

股票简称

音飞储存

603066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金跃跃；
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讯
南京市鼓楼区玉泉路8号506室；
地址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增加 ■ 减少 □
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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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是 □
人

否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多选）
继承 □
其他 □

协议转让 ■
间接方式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跃跃；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0；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比例：0%。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跃跃；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0,070,290；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持股比例：1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 月 是 □
内继续增持

否 ■

否 ■

姓名

金跃跃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 在
是 □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性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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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131967XXXXXXXX

长期居住地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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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无
留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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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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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山东昌隆于2021年2月26日与其实际控制人金跃跃先生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山东昌
隆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有的30,070,290股公司股份转让给金跃跃先生， 转让数量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51%。本次交易完成后，山东昌隆持有上市公司40,620,880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13.51%， 金跃跃先生持有上市公司30,070,290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证券代码：000725
证券代码：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A
证券简称：京东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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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
不适用■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是 □
否□
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金跃跃
签署日期：2021年2月26日

公告编号：2021-017
公告编号：2021-017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京国瑞基金签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书》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6、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8、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9、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10、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11、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
公允性的议案；
12、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议案 2 以逐项表决方式表决；议案2、议案3、议案5涉
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东方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及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数6,471,759,634股， 均已回避表决， 且上述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
票。
（三）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股）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股）

议案

同意（股）

占有效 表 决 股
数比例

反对（股）

占有效 表 决 股
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证券简称：音飞储存

公告编号：2021-003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其同一
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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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是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过户之前持有
公司23.51%股份）将其所持有公司总股本的10.00%转让给金跃跃先生（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过
户之前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同一控制人之间的股份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亦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1年2月26日，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飞储存” 、“公
司” 和“
上市公司” ）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
昌隆” ）出具的《告知函》，山东昌隆于2021年2月26日与其实际控制人金跃跃先生签订了《股
份转让协议》，山东昌隆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有的30,070,290股公司股份（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标的股份” ）转让给金跃跃先生，转让数量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00%。本次交易
完成后，山东昌隆持有上市公司40,620,88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51%，金跃跃先生持
有上市公司30,070,29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00%。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过户之前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过户之后

名称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
例

山东昌隆

70,691,170

23.51%

40,620,880

13.51%

金跃跃

0

0

30,070,290

10.00%

合计

70,691,170

23.51%

70,691,170

23.51%

金跃跃先生为山东昌隆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份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份转让。本
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述股份转让需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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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二、股份转让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转让方：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号楼20层2001户；
法定代表人：金跃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829832699；
设立日期：2008年11月28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企
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股权结构：上海源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山东昌隆90%股权，金跃跃直接
持有山东昌隆10%股权；其中，金跃跃持有上海源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99%财产
份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昌隆持有上市公司70,691,170股普通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51%。金跃跃先生为山东昌隆实际控制人。
受让方：金跃跃，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南京理工大学金属材料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历。音飞储存主要创始人、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仓储技术与管理分技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全国物流仓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系山东昌隆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跃跃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0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号楼20层2001户
法定代表人：金跃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829832699
乙方（受让方）：金跃跃
1、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飞储存” ）为一家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3066，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其总股本为
300,702,900股。
2、甲方为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
区） 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音飞储存70,691,170股股份 （约占音飞储存总股本的
23.51%）。
3、乙方为甲方实际控制人。
4、甲方同意按照每股人民币【6.975】元的价格，以总价人民币【209,740,272.75】元（大
写：贰亿玖佰柒拾肆万贰佰柒拾贰元柒角伍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音飞储存【30,
标的股份” ）转让给乙方。
070,290】股股份（约占音飞储存总股本的10.00%，以下简称“
5、股份转让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过户
（1）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办理完成过后登记后，乙方在接到甲方付款通知后向甲方支付
股份转让款，具体付款节点由双方另行协商。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配合乙方共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
标的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手续。
（3）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确认无异议函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甲方与乙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甲
方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
6、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1）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按照法律法规及上市公
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标的股份对应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乙方享有。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标的股份由甲方管理，甲方不得就
标的股份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担保、优先权、第三人权益、其他任何形式的限制或担保
权益，及其它任何形式的优先安排。
7、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是真实、完整的，无任何虚假、错误或遗漏，并且在本协议书
签署之后以及履行期间持续有效。
（2）甲方拥有完全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订立本协议，并按本协议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
（3）甲方已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获得必要的内、外部的审批和授权，拥有签署、递交和履
行本协议所需的行为能力，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4）签署、交付及履行本协议书，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违反自身的公司
章程，不违反其与第三人签署的合同（已经取得第三人同意的除外）或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
关、监管机构、仲裁机构发出的判决、命令或裁决等、公告等程序。
（5）甲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的悬而未决的争议、诉讼、
仲裁、司法或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之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也不存在将要对其提起
诉讼、仲裁、司法或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并可能导致标的股份被冻结、查封的情形或者风险。
8、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份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时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
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认真履
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议案7

91,675,874

99.2639%

678,820

0.7350%

1,000

0.0011%

议案8

84,925,374

91.9547%

7,429,320

8.0442%

1,000

0.0011%

议案9

84,925,374

91.9547%

7,429,320

8.0442%

1,000

0.0011%

议案10

84,925,374

91.9547%

7,429,320

8.0442%

1,000

0.0011%

议案11

84,925,374

91.9547%

7,429,320

8.0442%

1,000

0.0011%

议案12

85,004,574

92.0404%

7,350,120

7.9585%

1,000

0.0011%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因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1曾由独立董事发表过
独立意见，须单独披露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议案1

12,142,536,424

97.2948%

329,155,850

2.6374%

8,452,298

0.0677%

议案2.01

5,615,463,790

93.4605%

313,402,050

5.2161%

79,519,098

1.3235%

议案2.02

5,615,361,490

93.4588%

324,371,750

5.3987%

68,651,698

1.1426%

议案2.03

5,614,829,090

93.4499%

314,335,750

5.2316%

79,220,098

1.3185%

议案2.04

5,614,669,090

93.4472%

318,379,650

5.2989%

75,336,198

1.2539%

议案2.05

5,614,099,199

93.4377%

311,589,541

5.1859%

82,696,198

1.3763%

议案1

5,755,781,364

94.3456%

336,505,970

5.5158%

8,453,298

0.1386%

议案2.06

5,616,084,190

93.4708%

315,758,650

5.2553%

76,542,098

1.2739%

议案2.01

5,700,468,364

93.4390%

320,570,970

5.2546%

79,701,298

1.3064%

议案2.07

5,616,688,490

93.4808%

313,293,050

5.2143%

78,403,398

1.3049%

议案2.02

5,700,366,064

93.4373%

331,540,670

5.4344%

68,833,898

1.1283%

议案2.08

5,616,582,490

93.4791%

307,135,850

5.1118%

84,666,598

1.4091%

议案2.03

5,699,833,664

93.4286%

321,504,670

5.2699%

79,402,298

1.3015%

议案2.09

5,621,415,286

93.5595%

308,747,740

5.1386%

78,221,912

1.3019%

议案2.04

5,699,673,664

93.4259%

325,548,570

5.3362%

75,518,398

1.2379%

议案2.10

5,608,209,190

93.3397%

306,883,550

5.1076%

93,292,198

1.5527%

议案2.05

5,699,103,773

93.4166%

318,758,461

5.2249%

82,878,398

1.3585%

议案3

5,616,999,490

93.4860%

320,067,050

5.3270%

71,318,398

1.1870%

议案2.06

5,701,088,764

93.4491%

322,927,570

5.2933%

76,724,298

1.2576%

议案4

12,086,596,924

96.8466%

310,238,250

2.4859%

83,309,398

0.6675%

议案2.07

5,701,693,064

93.4590%

320,461,970

5.2528%

78,585,598

1.2881%

议案5

5,614,847,090

93.4502%

311,391,707

5.1826%

82,146,141

1.3672%

议案2.08

5,701,587,064

93.4573%

314,304,770

5.1519%

84,848,798

1.3908%

议案6

12,187,004,995

97.6512%

210,071,679

1.6832%

83,067,898

0.6656%

议案2.09

5,706,431,760

93.5367%

315,904,760

5.1781%

78,404,112

1.2852%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7

12,254,018,854

98.1881%

145,356,076

1.1647%

80,769,642

0.6472%

议案2.10

5,693,213,764

93.3200%

314,052,470

5.1478%

93,474,398

1.5322%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A股表决情况

证券代码：603066

议案1、2、3、4、5、7、8、9、11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股）

占有 效 表 决 股
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8

12,088,334,124

96.8605%

305,698,150

2.4495%

86,112,298

0.6900%

议案3

5,701,924,864

93.4628%

327,496,370

5.3681%

71,319,398

1.1690%

议案1

12,227,540,998

97.2562%

336,505,970

2.6765%

8,453,298

0.0672%

议案9

12,084,854,724

96.8327%

298,744,350

2.3938%

96,545,498

0.7736%

议案4

5,699,762,664

93.4274%

317,667,570

5.2070%

83,310,398

1.3656%

议案2.01

5,700,468,364

93.4390%

320,570,970

5.2546%

79,701,298

1.3064%

议案10

12,083,895,524

96.8250%

305,851,850

2.4507%

90,397,198

0.7243%

议案5

5,699,772,464

93.4275%

318,821,027

5.2259%

82,147,141

1.3465%

议案2.02

5,700,366,064

93.4373%

331,540,670

5.4344%

68,833,898

1.1283%

议案11

12,080,605,024

96.7986%

306,134,850

2.4530%

93,404,698

0.7484%

议案7

5,873,935,094

96.2823%

146,034,896

2.3937%

80,770,642

1.3239%

议案2.03

5,699,833,664

93.4286%

321,504,670

5.2699%

79,402,298

1.3015%

议案12

12,079,656,524

96.7910%

311,186,350

2.4935%

89,301,698

0.7156%

议案8

5,701,499,864

93.4559%

313,127,470

5.1326%

86,113,298

1.4115%

议案2.04

5,699,673,664

93.4259%

325,548,570

5.3362%

75,518,398

1.2379%

议案9

5,698,020,464

93.3988%

306,173,670

5.0186%

96,546,498

1.5825%

议案2.05

5,699,103,773

93.4166%

318,758,461

5.2249%

82,878,398

1.3585%

议案11

5,693,770,764

93.3292%

313,564,170

5.1398%

93,405,698

1.5311%

议案2.06

5,701,088,764

93.4491%

322,927,570

5.2933%

76,724,298

1.2576%

议案2.07

5,701,693,064

93.4590%

320,461,970

5.2528%

78,585,598

1.2881%

议案1

85,004,574

92.0404%

7,350,120

7.9585%

1,000

0.0011%

议案2.08

5,701,587,064

93.4573%

314,304,770

5.1519%

84,848,798

1.3908%

议案2.01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议案2.09

5,706,431,760

93.5367%

315,904,760

5.1781%

78,404,112

1.2852%

议案2.02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议案2.10

5,693,213,764

93.3200%

314,052,470

5.1478%

93,474,398

1.5322%

议案2.03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B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股）

占有效 表 决 股
数比例

反对（股）

占有效 表 决 股
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3

5,701,924,864

93.4628%

327,496,370

5.3681%

71,319,398

1.1690%

议案2.04

议案4

12,171,522,298

96.8107%

317,667,570

2.5267%

83,310,398

0.6626%

议案2.05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议案5

5,699,772,464

93.4275%

318,821,027

5.2259%

82,147,141

1.3465%

议案2.06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议案6

12,278,520,869

97.6617%

210,910,499

1.6776%

83,068,898

0.6607%

议案2.07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议案7

12,345,694,728

98.1960%

146,034,896

1.1615%

80,770,642

0.6424%

议案2.08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议案8

12,173,259,498

96.8245%

313,127,470

2.4906%

86,113,298

0.6849%

议案2.09

85,016,474

92.0533%

7,157,020

7.7494%

182,200

0.1973%

议案9

12,169,780,098

96.7968%

306,173,670

2.4353%

96,546,498

0.7679%

议案2.10

85,004,574

92.0404%

7,168,920

7.7623%

182,200

0.1973%

84,925,374

91.9547%

7,429,320

8.0442%

1,000

0.001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晓娟律师、李梦律师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符
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议案10

12,168,820,898

96.7892%

313,281,170

2.4918%

90,398,198

0.7190%

议案3

议案11

12,165,530,398

96.7630%

313,564,170

2.4940%

93,405,698

0.7429%

议案4

84,925,374

91.9547%

7,429,320

8.0442%

1,000

0.0011%

议案12

12,164,661,098

96.7561%

318,536,470

2.5336%

89,302,698

0.7103%

议案5

84,925,374

91.9547%

7,429,320

8.0442%

1,000

0.0011%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议案6

91,515,874

99.0907%

838,820

0.9082%

1,000

0.0011%

2021年2月26日

上述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