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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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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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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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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

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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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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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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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宝鹰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古少明、古启鑫 

宝信投资 指 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古少明、古启鑫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权转让协议书》 指 

古少明、古启鑫与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嘉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转

让协议书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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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古少明 

1、姓名：古少明 

2、国籍：中国，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3、身份证号码：440301196502****** 

4、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古少明，男，广东省普宁人，1965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第九届、十

届、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室内建筑师。

现任印尼宝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兼任印尼广东总商会会长、粤港

澳合作促进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客家商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普宁商会决策委

员会副主席、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荣誉副主席等职务。历任普宁市粮食

局大坪粮管所会计，深圳市新龙基实业发展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宝鹰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古启鑫 

1、姓名：古启鑫 

2、国籍：中国，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3、身份证号码：440301199004****** 

4、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古启鑫，男，广东省普宁人，1990 年 4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武汉矽感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东艾时代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深圳市宝鹰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联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宝矽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 执行董事等职务。 

（三）古少明先生与古启鑫先生系父子，是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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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少明先生、古启鑫先生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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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cd9af436f745d9d88aa3e1cd91aebac.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cd9af436f745d9d88aa3e1cd91aebac.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95cc14a2a843744939914611bce7b8a8.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088ef9fb0e693f9dd91524f358f47dd8.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ad8451ee2f36d52bbdcc7edb3b747c1.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bad8451ee2f36d52bbdcc7edb3b747c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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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长远发展考虑，帮助上市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利

于借助战略投资者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建”）在

建筑行业领域的经验和资源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促进公司与深圳市建优

势互补，提升公司竞争力。并且通过适当调整公司股权集中度，优化公司治理

结构，促进公司良性发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

月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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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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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近日，古少明先生、古启鑫先生与深圳市建、深圳市嘉惠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嘉惠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

议”），根据协议，古少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宝信投资 95%股权转让给深圳市

建，古启鑫先生将其持有的宝信投资 5%股权转让给嘉惠投资。本次权益变动前

后信息披露人持股情况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前 

古少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28,356,1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48%；通过《宝鹰大股东增持计划 1 号》持有本公司股份 5,060,54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38%；通过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65,702,6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通过宝信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136,895,4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1%。因此，古少明先生直接和间接总共

持有本公司股份 536,014,8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6%，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58,510,53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1.82%；一致行动人宝信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144,100,48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4%；一致行动人吴玉琼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7,412,5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一致行动人古少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4,347,5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一致行动人古少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222,3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一致行动人古朴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222,3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 

因此，古少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654,232,56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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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 深圳市宝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贤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45% 42.13%6.24%

10.74% 11.82%

古启慧古少明 其他股东

古少扬 吴玉琼 古少波

0.24% 0.24% 0.32%

古朴

10.18%

宝鹰大股东增

持计划1号

古少明

100%

0.38%

95%

古启鑫古少明

5%

24.48% 0.55%

古少明

     

以上股东中古少明、吴玉琼、古启鑫、古启慧、古少波、古朴、古少扬、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宝信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2、本次权益变动后 

古少明先生、古启鑫先生不再通过宝信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古少明先生直

接和间接总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99,119,3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6%，仍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建通过宝信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36,895,46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0.21%，嘉惠投资通过宝信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7,205,024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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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少明古朴 深圳市宝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贤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45% 42.13%6.24%

10.74% 11.82%

古启慧古少明 其他股东

古少扬 吴玉琼 古少波

0.24% 0.24% 0.32%

古朴

10.18%

宝鹰大股东增

持计划1号

古少明

100%

0.38%

95% 5%

24.48% 0.55%

深圳市建筑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翠浩天
投资有限公司

黄华新江炳坤 林雪王忠新

50%50%

85.0027% 14.9966% 0.0007%

李景书张宗尉

97.34% 2.66%

深圳市嘉惠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根据古少明先生与宝信投资于公司 2013 年度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签订

的一致行动人协议，本次交易后，双方仍然是一致行动人关系。 

4、本次权益变动仅涉及宝信投资的股权结构的调整，宝信投资直接持有宝

鹰股份股份数不变。 

（注：以上各股东直接、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数值均

保留两位小数，若有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二、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 古少明（以下简称甲方 1）、古启鑫（以下简称甲方 2）   

受让方：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市建”或乙方 1）、

深圳市嘉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嘉惠投资”或乙方 2） 

（以上甲方 1、甲方 2 合称甲方或转让方；乙方 1、乙方 2 合称乙方或受让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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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古少明占有宝信投资 95%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甲方 1 应出资

人民币 950 万元。现甲方 1 将其持有的公司 95%的股权以约定条件转让给深圳

市建。 

2、古启鑫占有宝信投资 5%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甲方 2 应出资

人民币 50 万元。现甲方 2 将其持有的公司 5%的股权以约定条件转让给嘉惠投

资。 

3、甲乙双方同意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评估结果进一步协商确定

上述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并由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

议。 

（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

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

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宝信投资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 

1、股权过户后，乙方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宝信投资的利润，分担相应的

风险及亏损。 

2、如因甲方在签订本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乙方有关宝信投资在股权转让

前所负债务，致使乙方在成为公司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

偿。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

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2、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

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一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

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3、如乙方不能按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

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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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五）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

议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六）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公证、评估或审计等费用），

由甲方承担。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

决，如协商不成，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在深圳进行仲裁。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需依法报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

取得批准后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本次协议的转让标的宝信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44,100,48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0.74%。宝信投资所持公司股份全部为流通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宝信投资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126,146,099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7.54%,占公司总股本的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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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

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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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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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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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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宝鹰股份证券事务部（地址：深圳

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栋 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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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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宝鹰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古少明、古启鑫 信息披露义

务人通讯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

四路 303栋 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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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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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少明先生直接和间接总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536,014,8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6%；古少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654,232,5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8%。 

古启鑫先生通过宝信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7,205,0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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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少明先生、古启鑫先生不再通过宝信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古少明先生直接和间接总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99,119,347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9.76%；本次交易后，古少明、宝信投资仍然是一

致行动人关系，古少明先生及其所有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份 654,232,5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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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拟

于 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

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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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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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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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

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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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古少明、古启鑫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签

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古少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古启鑫 

 

日期： 2018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