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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15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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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

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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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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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香江控股/上市公司 指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泓谟 8号定增私募投资基

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 25171700股非限售流通股

股份的行为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民营 

主要股东：根据工商信息查询，张泽宇持有 65%股权，程雪垠持有 20%股

权，南京及时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5%股权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5 年 4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张泽宇 

统一信用代码： 91310115332633517W 

私募牌照：P1027305 

注册地：上海自贸区富特北路 81 号 3 栋一层 129 室 

公司存续期间：2015 年 4 月 24 日至 2035 年 4 月 23 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许可业务），投资管理，创业

投资，实业投资，企业营销策划，礼仪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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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 812 号 B-1 栋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张泽宇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周永发 男 投行部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二、一致行动人情况 

（一）一致行动人 1：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邦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40100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公望路 2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A 座 17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8L3UE6F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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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伙人情况 

其中南京紫漠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情况如下： 
姓名／机构名称 认缴出资额 合伙人性质 出资比例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 万元 普通合伙人 0.02% 

印廷戈 20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29.07% 
邓方俊 78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11.34% 
沈文军 3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4.36% 
黄卫红 5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7.27% 
卢意 5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7.27% 
赵晨惠 2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2.91% 
李嘉 1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1.45%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5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36.33% 

合计 6881 万元  100.00% 

姓名／机构名称 认缴出资额 合伙人性质 出资比例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万元 普通合伙人 0.25% 
东方邦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 普通合伙人 74.81% 
南京紫漠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24.94% 
合计 40100 万元  100.00% 

 



3、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方邦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 国有企业 

主要股东：根据工商信息查询，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25%股权，东方

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9.75%股权 

注册资本： 2 亿元 

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04 日 

法定代表人：杨智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573669XP 

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

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 

公司存续期间： 长期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经济信息咨询。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A 座 17 层 

（二）一致行动人 2：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25001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新华路 266 号 385 室 

通讯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汉嘉国际 24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7YJRE0W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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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伙人情况 

 



3、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 民营 

主要股东：根据工商信息查询，杭州泽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注册资本： 1150 万元 

成立时间：2016 年 7 月 4 日  

法定代表人：王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7Y4062P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新天地商务中心 1 幢 101 室 

公司存续期间：长期 

经营范围：服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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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汉嘉国际 24 楼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

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或控制其他境

内、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姓名／机构名称 认缴出资额 合伙人性质 出资比例 
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万元 普通合伙人 0.004% 

杭州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万元 普通合伙人 0.400%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49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99.596% 
合计 25001 万元  100.00%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未来 12 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将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

司拥有的股份。若发生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泓谟 8 号定增私募投

资基金、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炬元彤康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持有香江控股 195,138,000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4%。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已减持 25171700

股非限售流通股（占香江控股总股本的 0.7404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69,96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8%。 

三、所持股份权益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泓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泓谟 8 号定增私募

投资基金、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炬元彤

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香江控股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上市

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

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的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声明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投资者可在以下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香江控股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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