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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达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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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10 日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

投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受公司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傲农投资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等因素影响，导

致其合计持股比例由 56.5175%降低至 55.4168%，持股比例变动累计超过 1%。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裕泽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裕泽投资”）、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

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以下合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前次权益

变动报告书披露日（2022 年 5 月 10 日）后，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2022 年 5 月 24 日，公司办理完成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 13,384,855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其中涉及回购注销傅心锋 76,500

股，张明浪 58,450 股，郭庆辉 58,450 股）； 

2、2022 年 5 月 10 日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

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的股份余额为 2,686,200 股，

导致其直接持股数减少 2,686,200 股，该部分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 

3、2022 年 5 月 10 日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可转债“傲农转债”累计

转股数 24,578,014 股。 

前述情况使公司总股本由 825,168,838 股增加至 836,361,997 股，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由 466,364,900 股减少至 463,485,300 股，合计持股比

例由 56.5175%下降至 55.4168%，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322,416,869  39.0728% 319,730,669  38.2287% 

吴有林 105,479,292  12.7828% 105,479,292  12.6117% 

裕泽投资 34,719,710  4.2076% 34,719,710  4.1513% 

吴有材 3,176,029  0.3849% 3,176,029  0.3797% 

傅心锋 226,000  0.0274% 149,500  0.0179% 

张明浪 173,500  0.0210% 115,050  0.0138% 

郭庆辉 173,500  0.0210% 115,050  0.0138% 

合计 466,364,900  56.5175% 463,485,300  55.4168% 

注 1：变动前的持股情况为截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的持股情况。 

注 2：傲农投资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其直接持股数减少 2,686,200 股，该部分股份不发生所

有权转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傲农投资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吴有林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吴有

林先生为傲农投资的控股股东、执行董事，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吴有材为吴有林的弟弟，傅心锋、



张明浪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辉为吴有林的妹夫。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傲农投资、吴有林、裕泽投资、吴有材、傅心锋、张明浪、

郭庆辉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互为一致行动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 16 号 308 单元 A515 

法定代表人：吴有林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5 年 2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083149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谷物、豆及薯类批发；其他

农牧产品批发（不含野生动物经营）；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不

含冷藏冷冻食品）；糕点、糖果及糖类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经营期限：2015 年 02 月 17 日至 2065 年 02 月 16 日 

主要股东：吴有林持股 55.64%，其余 35 名股东持股 44.36% 

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 16 号 308 单元 A51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2：吴有林 

姓名：吴有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8********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 3：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云顶北路 16 号 308 单元 A755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有林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1 年 3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MA8RLRC786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食用农产品批发。（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21 年 03 月 10 日至 2061 年 03 月 09 日 

主要股东：吴有林持股 70%，韦唯持股 30% 



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云顶北路 16 号 308 单元 A75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 4：吴有材 

姓名：吴有材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84********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 5：傅心锋 

姓名：傅心锋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1********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 6：张明浪 

姓名：张明浪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5********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 7：郭庆辉 

姓名：郭庆辉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9********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冠朝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