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690        证券简称：至纯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6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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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因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纯科

技”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赵

浩先生、平湖波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湖波威”）、平湖

合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湖合波”）、上海蒲锐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蒲锐迪”）、上海颀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欣瑞”）以及蒋渊女士、陆龙英女士和尚纯（上海）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纯投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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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4、本次权益变动日为 2019 年 3 月 25 日。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所致，暂未涉及募集配套资

金事宜。 

2018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重组方案及关联

交易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年9月9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及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8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草案相关的议案。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上海至纯洁净系

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赵浩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8]2185 号），核准了公司向赵浩发行 13,715,640 股股份、向平湖波威发

行 5,318,585 股股份、向青岛海丝发行 2,360,333 股股份、向平湖合波发行

1,508,141 股股份、向上海蒲锐迪发行 1,478,147 股股份、向昆山分享发行 768,654

股股份、向上海欣瑞发行 584,797 股股份、向无锡正海发行 430,917 股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 

2019 年 3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截至本次权益变动日（2019 年 3 月 25 日），公司新增限

售流通股 26,165,214 股，总股本变更为 237,105,214 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92,176,000 股，限售流通股 144,929,214 股。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股） 本次变更数量（股） 变更后数量（股） 

无限售流通股 92,176,000 0 92,176,000 

限售流通股 118,764,000 26,165,214 144,929,214 

合计 210,940,000 26,165,214 237,105,214 

新增股份变动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新增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月） 

1 赵浩          11,747,323  12 

2 赵浩           1,968,317  36 

3 平湖波威           5,318,585  36 

4 青岛海丝           2,360,333  36 

5 平湖合波           1,508,141  12 

6 上海蒲锐迪           1,478,147  12 



7 昆山分享             768,654  12 

8 上海欣瑞             584,797  12 

9 无锡正海             430,917  12 

合计          26,165,21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赵浩先生、平湖合波、平湖波威、上海蒲锐迪、上海欣瑞以及蒋渊女士、陆龙英

女士和尚纯投资。 

（一）赵浩先生 

姓名 赵浩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33042219710907**** 

国籍 中国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888弄**号***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888弄**号***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二）平湖合波 

公司名称 平湖合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兴一路725号2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合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浩） 

认缴出资额 1,139.306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482313597477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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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兴一路725号201室 

（三）平湖波威 

公司名称 平湖波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一路669号内10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合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浩） 

认缴出资额 2,68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482MA29GA3L4E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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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一路669号内103室 

（四）上海蒲锐迪 

公司名称 上海蒲锐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科路88号1幢西塔50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合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浩） 

认缴出资额 2,063.445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115599722009P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咨询

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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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科路88号1幢西塔五楼 

（五）上海欣瑞 

公司名称 上海颀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177号203H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合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浩） 

认缴出资额 77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115052961671Q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咨询

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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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科路88号1幢西塔五楼 

（六）蒋渊女士 

姓名 蒋渊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1011219750419**** 

国籍 中国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否 

其他 

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等，最近3年未有证券市

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

定的情形。 

（七）陆龙英女士 

姓名 陆龙英 

性别 女 

身份证号 31011219461104**** 

国籍 中国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否 

其他 

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等，最近3年未有证券

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

条规定的情形。 

（八）尚纯投资 

公司名称 尚纯（上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 上海市闵行区放鹤路1088号第3幢1087室 

法定代表人 陆龙英 

注册资本 4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577426073M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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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陆磊、陆龙英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放鹤路1088号第3幢1087室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本次交易前后权益变动情况 

不考虑配套融资，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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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赵浩          -    0.00    13,715,640  5.78  



2 平湖合波          -    0.00     1,508,141  0.64  

3 平湖波威          -    0.00     5,318,585  2.24  

4 上海蒲锐迪          -    0.00     1,478,147  0.62  

5 上海欣瑞          -    0.00       584,797  0.25  

6 蒋渊 76,003,200 36.03    76,003,200  32.05  

7 陆龙英 27,861,600 13.21    27,861,600  11.75  

8 尚纯投资 12,667,200 6.01    12,667,200  5.34  

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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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本次权益变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