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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2019-060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投资本 

股票代码：600061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6楼C1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4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9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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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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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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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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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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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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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

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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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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市公司、国投资本 指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远致投资 指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远致富海 指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远致投资持有其40%股权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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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6楼C1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4楼 

法定代表人：陈志升 

注册资本：99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64187170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2007年06月22日至2057年06月22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对投资及其相

关的资产提供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100% 

联系电话：0755-83669375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任职 

胡国斌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志升 男 中国 深圳 否 
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 

李安刚 男 中国 深圳 否 党委副书记，董事 

林慧 女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 

周云福 男 中国 深圳 否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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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海 男 中国 深圳 否 副总经理 

黄庆 男 中国 深圳 否 副总经理 

李芳 女 中国 深圳 否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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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营业范围 

深圳市中洲投

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66,483.11 6.78%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的销售、管理；承接

建筑安装工程；自有物业租赁 

深圳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 

14,666.67 42.86% 

城市及建筑科学研究，城市规划编制，工

程咨询、勘察、设计、质量检测与检查、

项目管理、监理及相关技术服务，环境工

程检测和咨询，建筑工程性能评估，能耗

测评及节能检测评价，绿色节能改造咨询

与施工，绿色建筑与园区运营管理，碳审

计与评估，绿色低碳技术与产品开发、咨

询、投资、培训推广和销售贸易，会议展

览，物业租赁与管理，建筑服务，绿色低

碳技术培训推广 

深圳市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134,999.50 14.07% 土地开发、房产销售及租赁、物业管理 

深圳市天健（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143,734.26 16.10% 

投资兴办工业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2000]外经贸发展审函字第 913号文规

定办理）；自有物业租赁 

深圳市科陆电

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40,834.91 24.26% 

电力测量仪器仪表及检查装置、电子式电

能表、用电管理系统及设备、配电自动化

设备及监测系统、变电站自动化、自动化

生产检定系统及设备、自动化工程安装、

智能变电站监控设备、继电保护装置、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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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营业范围 

感器、高压计量表、数字化电能表、手持

抄表器、手持终端(PDA)、缴费终端及系

统、缴费 POS 机及系统、封印、中高压

开关及智能化设备、电动汽车充/换电站

及充/换电设备及系统、检定装置、箱式

移动电池储能电站、储能单元、高中低压

变频器、电能质量监测与控制设备、电力

监测装置和自动化系统等。 

深圳市特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29,728.16 注 1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自有物业租赁与管理。自营

本公司及所属企业自产产品、自用生产材

料、金属加工机械、通用零件的进出口业

务、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证字第 098 号外

贸审定证书办理 

深圳市捷顺科

技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66,547.88 注 2 

自营进出口业务（按深管证字 137 号办）；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控自动

大门、交通管理设备设施及安防智能系统

设备的安装、维修及产品的技术支持和保

养服务（以上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

口业务；停车场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停车场建设工程（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智能卡、

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机电一体化产

品、电控自动大门、交通管理设备设施及

安防智能系统设备的生产；依托互联网等

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务；停车场经

营（根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

后方可经营） 

深圳市麦捷微

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69,520.00 注 3 

经营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准证字第

[2001]0793 号核准范围办理）。生产各类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等电子产品（不含

国家限制项目）、普通货运 

江西金力永磁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1,342.42 注 4 

研发、生产各种磁性材料及相关磁组件；

国内一般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及进出口业务的咨询服务（实

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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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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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营业范围 

深圳和而泰智

能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 

85,575.54 注 5 

计算机、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家用电器、

LED 产品、医疗电子产品、汽车电子产

品、玩具类产品、人体健康运动器材类电

子产品、人体健康运动检测类电子产品、

美容美妆及皮肤护理仪器、各种设备、装

备、机械电子器具及其控制器的软硬件设

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面向物

联网的信息安全硬件产品的销售；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经

营进出口业务（以上各项不含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报经审批的项

目）；普通货运；全部二类医疗器械的研

发与销售 

深圳南山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 
60,276.26 注 6 

供电、供热，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务。 

注 1：远致富海管理的远致富海珠宝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致富海

珠宝产业”）为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发布

减持公告，拟计划在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 25,863,499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6%），目前仍处于减持期间。 

注 2：远致富海管理的深圳远致富海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深圳市捷

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15%股份。 

注 3：远致富海管理的深圳远致富海电子信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深圳市麦捷微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44%股份。 

注 4：远致富海管理的深圳远致富海九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江西金力永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6.14%股份。 

注 5：远致富海管理的深圳远致富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深圳

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5.03%股份。 

注 6：远致投资持有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75%股权，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26.08%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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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国投资本股份

211,356,4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912%。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披露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远致投资计划在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4,542,594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公司股份 41,368,595 股。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减

持国投资本股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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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远致投资持有国投资本股份 252,725,044 股，

占国投资本总股本的 5.98%。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方式 

远致投资在 2019年 7月 23日至 2019年 9月 11日之间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国投资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41,368,595 股，累计减持股票情况如下： 

交易方式 减持期间 交易均价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集中竞价 2019.7.23-9.11 13.53 41,368,595 0.98% 

上述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国投资本股份

211,356,449 股，占国投资本总股本的比例为 4.99999912%。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远致投资持有国投资本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

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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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除上述对国投资本股份交易外，

远致投资不存在买卖国投资本股份的情况。 

  



12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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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报告书披露事项外，不存在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

监会或者上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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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和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和身份证复印件； 

三、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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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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北张家浜路 128号 204-3、

204-4、204-5 室 

股票简称 国投资本 股票代码 600061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6 楼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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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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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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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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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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