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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雅克科技 

股票代码：002409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沈琦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沈馥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一致行动人之一：沈锡强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一致行动人之二：窦靖芳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一致行动人之三：骆颖 

住所：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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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股份变动性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持股数增加但持股比例下降 

签署日期：201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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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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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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雅克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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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雅克科技拥有

权益的股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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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下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 119,025,898 股股份，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将由 206,571,430 增加至 228,280,146 股，持股比例将由 60.08%

减少为 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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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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科技、

公司 
指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沈琦、沈馥 

一致行动人 指 沈锡强、窦靖芳、骆颖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

报告书 
指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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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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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沈琦 

姓名： 沈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22319751023**** 

住所： 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二）沈馥 

姓名： 沈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22319781018**** 

住所： 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三）沈锡强 

姓名： 沈锡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22319480302**** 

住所： 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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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四）窦靖芳 

姓名： 窦靖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28219531212**** 

住所： 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五）骆颖 

姓名： 骆颖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22319760918**** 

住所： 江苏省宜兴市陶都路*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 8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

市公司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一）沈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沈琦除直接持有雅克科技 24.07%股权外，不存在其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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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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含 5%）的情形。 

（二）沈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沈馥除直接持有雅克科技 22.30%股权外，不存在其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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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含 5%）的情形。 

（三）沈锡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沈锡强不存在其他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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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含 5%）的情形。 

（四）窦靖芳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窦靖芳不存在其他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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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含 5%）的情形。 

（五）骆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骆颖不存在其他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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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含 5%）的情形。 

三、一致行动关系 

上述股东构成一致行动，沈锡强、窦靖芳夫妻为沈琦、沈馥兄弟的父母，骆颖

为沈琦的妻子。其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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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持股变动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减少。 

二、持股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没有增加或减少雅克科

技股份的计划。如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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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参与雅克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而导致本次权益变

动。本次权益变动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343,827,605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206,571,430 股，占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60.08%。本次权

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228,280,146 股，

占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49.32%。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沈琦 100,549,788 29.24% 111,404,146 24.07% 

沈馥 92,341,642 26.86% 103,196,000 22.30% 

沈锡强 9,120,000 2.65% 9,120,000 1.97% 

骆颖 2,280,000 0.66% 2,280,000 0.49% 

窦靖芳 2,280,000 0.66% 2,280,000 0.49% 

合计 206,571,430 60.08% 228,280,146 49.32%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上市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沈琦、沈馥、赖明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灏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农银二号无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科美特合计 90%的股权，以及江苏华泰瑞联并购基金（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毓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曼睩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夷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先科合计 84.825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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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科美特 90%的股权和江苏先科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为购买标的资产拟发行股份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为定价基准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日、60 日、120 日股票交易均价情况如

下： 

单位：元/股 

项目 均价 底价 

20 日均价 23.07 20.76 

60 日均价 23.09 20.78 

120 日均价 24.05 21.65 

本次交易本着兼顾各方利益，积极促成各方达成交易意向的原则，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2017 年 4 月 28 日，经上市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公司总股本 343,827,60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 元（含税）。该次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

格调整为 20.74 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二）股份发行数量 

2017 年 4 月 28 日，经上市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公司总股本 343,827,60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 元（含税）。该次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

格为 20.74 元/股，本公司本次向全部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 118,962,76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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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7 年公司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权益分派

登记日 5 月 17 日的公司股本 343,827,60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0.11 元（含税），共计 3,782,103.65 元，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17 年度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 年 5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 年 5 月 18 日。

该次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除权、除

息处理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调增为 20.729 元/股，本公司本

次向全部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 119,025,898 股。 

（三）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以科美特和江

苏先科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安排如下： 

1、沈琦、沈馥：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赖明贵、华泰瑞联、农银无锡、创新投资、苏州夷飏、九鼎投资：自股票

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3、产业基金、宁波灏坤、宁波毓朗、农银二号：持有标的资产的时间尚不足

12 个月，则本企业/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本企业/本公司通过出售标的资产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

持有标的资产的时间已超过 12 个月，则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农银苏州： 若本公司通过出售科美特股权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持有科美

特股权的时间尚不足 12 个月，则本公司通过出售科美特股权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本公司通过出售科美特股权取得上

市公司股份时，持有科美特股权的时间已超过 12 个月，则本公司通过出售科美特

股权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公司通过

出售江苏先科股权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各交易对方同意，若上述限售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其应根据

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出具相应调整后的限售期承诺函。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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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交易对方转让股份有其他规定的，应遵其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交易对方

因上市公司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而取得的新增股份，亦遵

守上述锁定日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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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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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信息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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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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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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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沈琦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沈馥 

 

签字： 

 

 

一致行动人之一：沈锡强 

 

签字： 

 

 

一致行动人之二：窦靖芳 

 

签字： 

 

 

一致行动人之三：骆颖 

 

签字：  

 

签署日期：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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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沈琦的身份证（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沈馥的身份证（复印件）； 

（三）一致行动人之一沈锡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一致行动人之二窦靖芳的身份证（复印件）； 

（五）一致行动人之三骆颖的身份证（复印件）； 

（六）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科美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股东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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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宜兴市 

股票简称 雅克科技 股票代码 002409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沈琦、沈馥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注册地 

江苏省宜兴市陶都

路*号、江苏省宜兴

市陶都路*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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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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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206,571,430 股           持股比例：     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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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数量：     增加 21,708,716 股     变动比例：  减少 10.76%    

变动后数量：   228,280,146 股        变动后比例：  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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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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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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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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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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

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沈琦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沈馥 

 

签字： 

 

 

一致行动人之一：沈锡强 

 

签字： 

 

 

一致行动人之二：窦靖芳 

 

签字： 

 

 

一致行动人之三：骆颖 

 

签字：  

 

签署日期：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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