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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19－25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增资如最终完成，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铜化集团”），铜化集团控股股东变更为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徽创谷”），鉴于安徽创谷无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铜

陵市国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2018 年 8 月 24 日，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

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3），为深化铜陵

国资国企改革，促进铜化集团的进一步发展，铜化集团筹划增资事项。 

2018年 12 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29），铜化集团增资扩股项目于 2018年 12月 28日在安徽省

产权交易中心挂牌，铜化集团拟新增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通过公开征集引进

一名投资方全额认缴。 

2019年 3 月 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截至挂牌期满日（2019 年 2月 27日），铜化集团本次增资

未征集到有效的意向投资方，铜化集团将继续推进本次增资事项，在安徽省产权

交易中心延长本次增资扩股项目的挂牌时间，继续征集意向投资方，挂牌条件不

变，挂牌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2019年 8 月 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20），截至延长后的挂牌期满日（2019年 7月 31日），铜化集团

本次增资已征集到一家符合资格条件的意向投资方，即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徽创谷”）。 

公告详细内容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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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徽创谷的股权结构 

安徽创谷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铜陵中安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500 86.83 

2 铜陵承元智本新材料有限公司 2,200 13.17 

 合计 16,700 100.00 

安徽创谷目前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安徽创谷无实际控制人，原因如下： 

1、根据安徽创谷公司章程，股东会是其权力机构，决定安徽创谷的重大事

项，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安徽创谷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

及安徽创谷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余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安徽

创谷受铜陵中安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铜陵中安基金”）

控制。 

2、铜陵承元智本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创谷 13.17%的股权，根据安徽创

谷公司章程，铜陵承元智本新材料有限公司无法对安徽创谷形成控制。 

3、铜陵中安基金（持有安徽创谷 86.83%股权）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

铜陵承元智本新
材料有限公司

铜陵中安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浙江帜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沈书平 吴春艳

浙江康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佳源创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沈玉兴 丁宏震

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省国
资委

中润经济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HK1359）

财政部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创谷鼎材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鼎旭信息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刘启斌

安徽省三重一创产业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控制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SH600318）

安徽创谷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

控制

13.17% 86.83%

100%

98% 2%

0.5%，GP20%，LP 29.5%，LP5%，LP

98.83% 1.17%

100%
77.5% 12.5%

100%

10%

51%

45%55%

3.70%，GP

贾光庆、黄劲松、程小虎、刘
路、牛阳、吴亚、涂振欣共7人

合计96.30%，LP
100%

21%

90% 10%

100%

安徽盈合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叶红平

100%

45%，LP

24%
4%

100%

管理



3 
 

会备案的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其出资结构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类型 

1 安徽创谷鼎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0.50 普通合伙人 

2 安徽盈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45.00 有限合伙人 

3 安徽省三重一创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59,000 29.50 有限合伙人 

4 浙江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 20.00 有限合伙人 

5 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00,000 100.00 - 

铜陵中安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安徽创谷鼎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创谷鼎材”），铜陵中安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安徽创谷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谷资本”），创谷资本同时持有创谷鼎材 51%股权。

根据铜陵中安基金合伙协议、委托管理协议等的相关约定，由创谷鼎材执行基金

事务；基金投资（退出）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为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名委员组

成，其中创谷资本委派 3人。据此，铜陵中安基金受创谷资本实际控制。 

4、创谷资本是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落实安徽省政府批准的“全

创改”方案，贯彻安徽省级股权投资基金体系建设要求，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改革试点，在借鉴国内一流国有投资机构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由安徽省高

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起设立并由管理团队控股的市场化、专业化基金管

理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合肥鼎旭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80 55.00 

2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520 45.00 

 合计 5,600 100.00 

根据创谷资本公司章程，股东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由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通过。据此，创谷资本受合肥鼎旭信息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旭信息”）实际控制。 

5、鼎旭信息是为落实安徽省政府批准的“全创改”方案，实现设立管理团

队控股的市场化、专业化基金管理公司目的，所成立的有限合伙制管理团队持股

平台，其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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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启斌 100 3.70 普通合伙人 

2 贾光庆 2,000 74.07 有限合伙人 

3 牛阳 100 3.70 有限合伙人 

4 刘路 100 3.70 有限合伙人 

5 黄劲松 100 3.70 有限合伙人 

6 程小虎 100 3.70 有限合伙人 

7 吴亚 100 3.70 有限合伙人 

8 涂振欣 100 3.7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700 100.00 - 

根据鼎旭信息合伙协议，鼎旭信息全体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大会，为合伙企业

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决定合伙企业全部重大事项以及合伙人大会认为有必要进行

决策的任何事项；合伙人大会按照合伙人一人一票行使表决权并作出决议；合伙

人大会按照决议事项分别设定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经全体合伙人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的表决方式。据此，鼎旭信息单个合伙人均无

法单独对鼎旭信息形成控制，鼎旭信息无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安徽创谷受铜陵中安基金控制，铜陵中安基金受创谷资本实际控

制，创谷资本受鼎旭信息控制，因鼎旭信息无实际控制人，据此，安徽创谷无最

终实际控制人。 

二、铜化集团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增资前，铜化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铜陵市华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69,127.42 55.07 

2 安徽鹤柏年投资有限公司 42,797.68 34.09 

3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3,601.23 10.84 

 合计 125,526.33 100.00 

铜陵市国资委持有铜陵市华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增资前，

铜陵市国资委为铜化集团实际控制人。 

本次增资如最终完成，铜化集团的股权结构将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铜陵市华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69,127.42 37.26 

2 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 60,000.00 32.34 

3 安徽鹤柏年投资有限公司 42,797.68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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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3,601.23 7.33 

 合计 185,526.33 100.00 

三、铜化集团本次增资的进展情况 

2019年 8 月 23日，公司收到铜化集团《关于筹划重大事项进展的告知函》，

安徽创谷与铜化集团及其原股东于 2019年 8 月 22日签订了《铜陵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增资协议》，铜化集团本次增资事项尚需按照规定报省级以上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从而存在未能审批通过的风险，本次增资事项能否最终

完成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安徽创谷尚未成为铜化集团股东。 

1、安徽创谷和安徽鹤柏年投资有限公司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如下： 

安徽创谷已与铜化集团股东之一安徽鹤柏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柏

年公司”，现持有铜化集团 34.09%股权）于 2019年 8 月 15日签订了《一致行动

协议》，在安徽创谷成为铜化集团股东之日起，双方行使所持铜化集团全部股权

上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和提案权等股东权利时保持一致意见，采取一致行动，

双方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先进行沟通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并按照一致意见行使股

东权利，如经协商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则按照各方持股比例多数决定的原则做出

一致行动的意见。 

2、根据安徽创谷提供的材料，安徽创谷与铜化集团股东铜陵市华盛化工投

资有限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没有一致行动协议或安排。 

3、根据安徽创谷的股权控制关系和提供的材料，铜化集团股东安徽省投资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安徽创谷股权，但对其不构成控制，安徽创谷无实际

控制人；安徽创谷与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没有一致行动协议或安排。 

四、铜化集团本次增资对铜化集团及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情况 

（一）、本次增资如最终完成，铜化集团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安徽创谷 

安徽创谷已与铜化集团股东鹤柏年公司于 2019年 8 月 15日签订了《一致行

动协议》，在安徽创谷成为铜化集团股东之日起，双方行使所持铜化集团全部股

权上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和提案权等股东权利时保持一致意见，采取一致行

动；双方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先进行沟通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并按照一致意见行

使股东权利；如经协商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则按照各方持股比例多数决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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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一致行动的意见。一致行动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5年，期限届满前双方

应就期限是否延长进行协商并另行签署协议约定。鉴于铜化集团本次增资如最终

完成，安徽创谷将持有铜化集团 32.34%股权比例，高于鹤柏年公司持有铜化集

团 23.07%股权比例，根据双方约定的一致行动表决方式，安徽创谷可以控制双

方一致行动的意见。据此，在安徽创谷成为铜化集团股东后，安徽创谷控制铜化

集团的股权比例为 55.41%，铜化集团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安徽创谷。实际控制

人将由铜陵市国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关于铜化集团董事会成员构成事项，安徽创谷与铜化集团及其原股东签订的

增资协议中未对本次增资完成后铜化集团董事会成员构成进行约定，目前尚不能

确定本次增资完成后铜化集团董事会成员构成。如铜化集团本次增资最终完成，

鉴于安徽创谷在本次增资完成以及其与鹤柏年公司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生效

后，其控制的铜化集团股权比例超过 50%，初步判断应不影响铜化集团控股股东

发生变更的认定。 

（二）、本次增资如最终完成，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铜陵市国资委变更为

无实际控制人。 

铜化集团本次增资如最终完成，铜化集团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铜化集团的

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安徽创谷，如上文所述，鉴于安徽创谷并无实际控制人，因此，

本次增资如最终完成，铜化集团及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铜化集团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将由铜陵市国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铜陵市国

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五、风险提示 

铜化集团本次增资事项尚需按照规定报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

核批准，从而存在未能审批通过的风险。铜化集团本次增资事项能否最终完成仍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铜化集团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铜化集团本次增资事项能否最终完成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最终完成，

将导致铜化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发生变更，进而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与铜化集团保持联系，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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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是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