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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2-121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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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

先生办理完成了6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公司股份质押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56,019,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439,602,120股）的35.49%；张庆华先生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130,821,900股（含本次新增质押的股份），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3.85%，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9.76%；张庆华先生控股的湖南开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堆

龙德庆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生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4,434,875股，共生投资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0股；综上，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共生投资合计持有公司170,454,375股，以此计算，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

投资合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130,821,900股，占持股总数的76.75%； 

●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合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占持股总数的比

例未超过80%，整体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 

 

2022年11月2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

生通知，其已于2022年11月25日办理完成了部分股份质押的相关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股份质押及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1、新增股份质押情况 

张庆华先生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

“北京银行”）于11月25日办理完成了股份质押手续，将其持有

的630万股质押给北京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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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 

质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张庆华 是 630万股 否 否 20221121 20241121 
北京

银行 
4.04% 1.43% 融资担保 

本次张庆华先生新增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

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

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张

庆

华 

170,454,375 38.77% 124,521,900 130,821,900 76.75% 29.76% 0 0 0 0 

二、与质押股份相关的其他情况 

1、质押股份到期情况 

张庆华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5,215万

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33.4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86%，对

应融资余额1.59亿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

股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637.19万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29.7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55%，对应融资余额1.40亿元。 

张庆华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目前已经开始偿还未来半年

内将到期股票质押融资，大部分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事项属于

其间接融资，相关主体已就未来将到期的债务进行合理规划安

排，张庆华先生后续也将积极督促相关主体按约定履约，可能产

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约风险；此外，张庆华

先生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相关保障资金主要来自股票红利、

自有资金、投资收益与相关企业经营回款等。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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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亦不

存在需要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①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用于融资担保，不会对公

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②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与日常管理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 

③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4、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联

系住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 

张庆华 男 中国 

湖南省长

沙市高新

区嘉运路

299号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湖南开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湖南维邦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湖南葆

华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碧胜环保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家界葆华环保有限公司监

事，湖南珂信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湖南

夕乐苑健康养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相关情况如下： 

名称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25905K 

法定代表人 张庆华 

注册资本 1,990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5-12-11 

经营期限 2015-12-11至 2065-12-10 

主要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转让服务、开发服务、咨询、交流服务；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

能源评估服务；脱硫脱硝技术咨询、推广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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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湖南碧盛环保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4.85%）、其余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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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6,376.80 万元,净资产为

6,983.20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908.66万元，净利润 1,102.42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6,625.10万元，净资产为 7,422.30

万元；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5,453.23万元，净利润 695.23万元。 

5、张庆华先生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

况。 

6、偿债能力分析 

张庆华先生主要收入来源有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

等。从长远发展前景上看，张庆华先生投资的一些项目已逐步进

入回收期，现金流入量也将逐渐改善，不存在债务偿还风险。 

7、最近一年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张庆华先生未直接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或关联方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

人民币万元）： 

以上关联交易已经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三、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用于融资担保。张庆华先生

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其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履约保障资金

主要来自股票红利、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等。张庆华先生所持股

份质押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约风险，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金额 

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庆华先生之控股子公司 

设备采购工程施工 

市场化定价 

6.60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提供环评服务 3.25 

湖南方盛新元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0.86 

投资设立广东方盛融大

药业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1,100 

投资设立湖南新圆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 
400 

投资设立湖南方盛爱康

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020 

湖南夕乐苑健康养老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 

张庆华先生担任该公司董

事长 
受让资产 市场化定价 8.11 

合计 2,5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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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根据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约定，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

例、最低履约保障比例，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

时，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处置行为。截至目前，张庆华

先生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

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并及时通知公司。 

此外，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张庆华先生将压缩对外投资规

模，督促相关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资金回笼，以降低其质押

融资金额，合理控制质押比例,同时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其

它担保、提前还款等措施降低质押的潜在风险，更好地支持上市

公司发展，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化情况，张庆华先生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