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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苏州科达          公司代码：603660        公告编号：2018-035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苏州科达 

股票代码：      603660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高新区泰山路 2 号（博济科技创业园内）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 8 号中银惠龙大厦 2808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 8 号中银惠龙大厦 2808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 8 号中银惠龙大厦 2808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2018 年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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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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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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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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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科达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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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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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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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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上市公司、苏州科达 指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蓝壹创投 指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科达股东 

蓝贰创投 指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科达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 

权益变动 指 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持有苏州科达股份权益的变动情况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股数为整数，比例保留 6 位小

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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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萍 

注册资本  11,02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550251170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0 年 01 月 25 日至 2019 年 0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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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  苏州高新区泰山路 2 号（博济科技创业园内）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8号中银惠龙大厦2808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

姓名或者名称 

苏州永邦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市信安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市方真

高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市蓝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苏州市

知本投资有限公司、苏州蔚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吴萍 
董事长兼

总经理 
女 中国 苏州市工业园区 否 

顾建伟 董事 男 中国 苏州市金阊区 否 

汤微影 董事 女 中国 苏州市工业园区 否 

王忠 董事 男 中国 苏州市虎丘区 否 

严伟虎 董事 男 中国 苏州市吴中区  否 

朱建华 监事 男 中国 苏州市沧浪区 否 

2、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萍 

注册资本  10,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673048885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08年03月24日至2019年03月23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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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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8号中银惠龙大厦2808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8号中银惠龙大厦2808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 

苏州汇安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市信安投资有限公司、苏州蔚蓝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市蓝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兆迪睿诚

投资有限公司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吴萍 
董事长兼

总经理 
女 中国 苏州市工业园区 否 

王忠 董事 男 中国 苏州市虎丘区 否 

汤微影 董事 女 中国 苏州市工业园区 否 

孙文生 董事 男 中国 苏州市沧浪区 否 

严伟虎 董事 男 中国 苏州市吴中区 否 

朱建华 监事 男 中国 苏州市沧浪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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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

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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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之间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为多家公司及自然人共同出资成立的投资基金，同受苏

州蔚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两家公司法人代表由同 1 名自然人担任，且有 4

名自然人同时担任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的管理团队成员，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苏州蔚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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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蓝贰创投和蓝贰创投作为苏州科达合计持

股 5%以上的股东，持股数量合计减少 9,622,192股，持股比例合计下降 3.9973%，

合计持股比例达到 5.0030%。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主要基于自身财务安排和经营规划需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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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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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种类、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苏州科达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蓝贰创投 无限售流通股 7,872,889 3.0586% 

蓝壹创投 无限售流通股 5,004,920 1.9444% 

合计 12,877,809 5.003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2018 年 5 月 21 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1、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苏州科达上市之日起至今，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变动日期 变动方式 变动 

变动均价 

（元/股） 

变动数量

（股） 

变动比例（注） 

(%) 

蓝贰

创投 

2018-01-09 竞价交易 减少 34.27  70,000 0.0280% 

2018-01-11 竞价交易 减少 33.84  154,233 0.0617% 

2018-01-15 竞价交易 减少 32.86  65,900 0.0264% 

2018-01-16 竞价交易 减少 32.58  10,000 0.0040% 

2018-01-19 竞价交易 减少 33.56  16,900 0.0068% 

2018-01-22 竞价交易 减少 33.99  296,966 0.1188% 

2018-01-23 竞价交易 减少 34.14  27,700 0.0111% 

2018-01-24 大宗交易 减少 30.44  100,000 0.0400% 

2018-01-25 大宗交易 减少 30.10  500,000 0.2000% 

2018-01-29 竞价交易 减少 33.04  116,200 0.0465% 

2018-01-31 竞价交易 减少 34.49  322,400 0.1253% 

2018-01-31 大宗交易 减少 30.61  190,000 0.0738% 

2018-02-01 竞价交易 减少 34.09  400,000 0.1554% 

2018-02-02 竞价交易 减少 34.57  40,000 0.0155% 

2018-03-01 大宗交易 减少 33.63  546,000 0.2121% 

2018-03-12 竞价交易 减少 38.55  9,700 0.0038% 

2018-04-16 竞价交易 减少 38.70  110,000 0.0427% 

2018-04-18 竞价交易 减少 37.43  150,000 0.0583% 

2018-04-24 竞价交易 减少 36.90  100,000 0.0389% 

2018-04-25 竞价交易 减少 37.19  150,000 0.0583% 

2018-04-27 竞价交易 减少 36.41  15,000 0.0058% 

2018-05-02 竞价交易 减少 36.92  130,000 0.0505% 

2018-05-03 竞价交易 减少 36.54  135,000 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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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变动日期 变动方式 变动 

变动均价 

（元/股） 

变动数量

（股） 

变动比例（注） 

(%) 

2018-05-04 竞价交易 减少 36.86  41,500 0.0161% 

2018-05-07 竞价交易 减少 37.25  295,000 0.1146% 

2018-05-08 竞价交易 减少 37.78  90,000 0.0350% 

2018-05-09 竞价交易 减少 37.76  303,800 0.1180% 

2018-05-15 大宗交易 减少 33.74  184,000 0.0715% 

2018-05-17 大宗交易 减少 32.31  922,000 0.3582% 

2018-05-18 大宗交易 减少 32.23  305,000 0.1185% 

2018-05-21 大宗交易 减少 31.87  70,000 0.0272% 

蓝贰创投的权益变动合计 5,867,299 2.2952% 

蓝壹

创投 

2018-01-09 竞价交易 减少 34.30  50,000 0.0200% 

2018-01-10 竞价交易 减少 33.96  30,000 0.0120% 

2018-01-11 竞价交易 减少 33.71  100,000 0.0400% 

2018-01-15 竞价交易 减少 33.02  40,000 0.0160% 

2018-01-16 竞价交易 减少 32.73  19,493 0.0078% 

2018-01-18 竞价交易 减少 33.08  5,000 0.0020% 

2018-01-19 竞价交易 减少 33.52  25,000 0.0100% 

2018-01-22 竞价交易 减少 34.06  232,100 0.0928% 

2018-01-24 大宗交易 减少 30.44  330,000 0.1320% 

2018-01-25 大宗交易 减少 30.10  70,000 0.0280% 

2018-01-31 竞价交易 减少 34.44  216,100 0.0840% 

2018-01-31 大宗交易 减少 30.61  110,000 0.0427% 

2018-02-01 竞价交易 减少 34.16  212,300 0.0825% 

2018-02-02 竞价交易 减少 34.49  40,000 0.0155% 

2018-03-01 大宗交易 减少 33.63  346,000 0.1344% 

2018-04-16 竞价交易 减少 38.79  110,000 0.0427% 

2018-04-18 竞价交易 减少 37.45  90,000 0.0350% 

2018-04-19 竞价交易 减少 38.39  35,000 0.0136% 

2018-04-23 竞价交易 减少 36.49  20,000 0.0078% 

2018-04-24 竞价交易 减少 36.63  150,000 0.0583% 

2018-04-25 竞价交易 减少 37.08  50,000 0.0194% 

2018-05-02 竞价交易 减少 37.08  80,000 0.0311% 

2018-05-03 竞价交易 减少 36.52  90,000 0.0350% 

2018-05-04 竞价交易 减少 36.80  50,000 0.0194% 

2018-05-07 竞价交易 减少 37.40  150,000 0.0583% 

2018-05-08 竞价交易 减少 37.76  144,900 0.0563% 

2018-05-15 大宗交易 减少 33.74  116,000 0.0451% 

2018-05-17 大宗交易 减少 32.31  578,000 0.2246% 

2018-05-18 大宗交易 减少 32.23  195,000 0.0758% 

2018-05-21 大宗交易 减少 31.87  70,000 0.0272% 

蓝壹创投的权益变动合计 3,754,893 1.4693% 

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权益变动合计   9,622,192 3.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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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表格中，2018 年 1 月 31 日（不含当日）之前的权益变动比例按照

公司总股本 25,000 万股计算，2018 年 1 月 31 日（含当日）之后的权益变动比例

按照公司总股本 25,739.93 万股计算。 

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9,622,192 股，合计权益变动比例为下降 3.7645%；  

2、2018 年 1 月 31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苏州科达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 739.93 万股限制性股票，导致蓝贰创投持有的权益

比例被稀释而下降 0.1424%，蓝壹创投持有的权益比例被稀释而下降 0.0904%，

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持有的苏州科达权益比例合计下降 0.2328%。 

综上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合计权益变动比例为下降

3.9973%。上述权益变动发生后，蓝贰创投和蓝贰创投持有公司股份 12,877,809

股，拥有苏州科达的权益比例为 5.003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蓝贰创投 无限售流通股 13,740,188 5.4961% 7,872,889 3.0586% 

蓝壹创投 无限售流通股 8,759,813 3.5039% 5,004,920 1.9444% 

合计 22,500,001 9.0000% 12,877,809 5.0030%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持有的苏州科达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等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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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次权益变动的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蓝贰创投和

蓝壹创投不存在买卖苏州科达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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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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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

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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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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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萍 

 

2018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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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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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萍 

 

2018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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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苏州科达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

易所供投资者查阅：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金山东路131号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址：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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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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所在地 
苏州市 

股票简称 苏州科达 股票代码 603660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

称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

义务人注

册地 

苏州高新区泰山路 2 号（博济科

技创业园内）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8 号中

银惠龙大厦 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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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增发股份导致被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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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蓝贰创投持有 13,740,188 股，蓝壹创投持有 8,759,813 股；  

持股比例：蓝贰创投持股比例 5.50%，蓝壹创投持股比例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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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蓝贰创投减少 5,867,299 股，蓝壹创投减少 3,754,893 股，

合计减少 9,622,192 股。 

变动比例：蓝贰创投下降 2.4376%，蓝壹创投下降 1.5597%，合计变

动比例为下降 3.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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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是否在竞价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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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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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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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苏州科达科技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字盖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萍 

 

2018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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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苏州科达科技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字盖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萍 

 

2018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