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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疆火炬
股票代码：603080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通讯地址 股份变动
性质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号商
旅大厦 6幢 1105室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仰山公园 2号楼 股份减少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
基金小镇 1号楼 113室-25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仰山公园 2号楼 股份减少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号公路大厦
1号楼 512房间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仰山公园 2号楼 股份减少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号公路大厦
1号楼 512房间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仰山公园 2号楼 股份减少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198号星海大
厦 1幢 10层 1006室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仰山公园 2号楼 股份减少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号
基金小镇 3号楼 114室-2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仰山公园 2号楼 股份减少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号商
旅大厦 6幢 1105室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仰山公园 2号楼 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0 年 7 月 10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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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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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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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火炬”）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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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火炬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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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新疆火炬 指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昆吾民乐 指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策略一期 指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昭宣元盛 指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昭宣元泰 指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夏启安丰 指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昭宣元安 指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 指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
乐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
道东 381号商旅大厦

6幢 1105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南江路 1856号 1号楼

113室-25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号公路大厦 1号

楼 512房间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号公路大厦 1号

楼 512房间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康青山）

嘉兴合创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委派代

表：康青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康

青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康

青山）
成立日期 2011年 10月 14日 2013年 7月 17日 2012年 7月 31日 2012年 05月 14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20594583753185N 91330402074022384G 91370600050945213X 91370600596566020W

主要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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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投
资企业与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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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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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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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创业投资
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
顾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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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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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创业投资
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
顾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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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198号
星海大厦 1幢 10层 1006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
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

楼 114室-2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号商旅大厦 6幢 1105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康青山）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康青

山）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委派代表：康青山）

成立日期 2011年 07月 05日 2012年 11月 21日 2011年 11月 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5945781427857 9133040205830519X6 913205945866386417

主要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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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
创业投资管理顾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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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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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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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代
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
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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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股东情况
（1）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0.41%
上海豪石方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500.00 34.69%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00.00 1.63%
陕西济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4.08%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300.00 21.63%
刘效刚 自然人 2,000.00 8.16%
刘芬如 自然人 1,200.00 4.90%
许尔明 自然人 1,000.00 4.08%
童晓波 自然人 1,000.00 4.08%
徐雯 自然人 1,000.00 4.08%
濮雅萍 自然人 1,000.00 4.08%
陆华超 自然人 1,000.00 4.08%
李怡 自然人 1,000.00 4.08%
合计 24,500.00 100.00%

（2）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龚雷海 自然人 5,000.00 6.86%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27.44%
李砚平 自然人 3,275.00 4.49%
成都洪源远盛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5,000.00 6.86%

齐鸣 自然人 3,500.00 4.8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27.44%
蒋丽君 自然人 1,200.00 1.65%
九江志德通源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2,000.00 2.74%

郑福森 自然人 1,000.00 1.37%
长沙九信嘉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400.00 6.04%

崔晓波 自然人 2,000.00 2.74%
鑫控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6.86%
湖南汉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0.69%
合计 72,875.00 100.00%

（3）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陈红斌 自然人 1,000.00 13.33%
苏寿梁 自然人 1,200.00 16.00%
陈睿 自然人 1,200.00 16.00%
于洋 自然人 1,000.00 13.33%
孙贻财 自然人 1,000.00 13.33%
马永玲 自然人 1,000.00 13.33%
长沙市利祥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 14.67%

合计 7,500.00 100.00%
（4）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85 0.84%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930.00 99.16%

合计 12,030.85 100.00%
（5）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0.56%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500.00 99.16%
钱赟 自然人 50.00 0.14%
李虹达 自然人 30.00 0.08%
张云峰 有限责任公司 20.00 0.06%
合计 35,800.00 100.00%

（6）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0.77%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 26.92%
苏州工业园区申鑫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400.00 26.15%

苏州嘉宁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3000.00 23.08%

常虹 自然人 1000.00 7.69%
来军 自然人 1000.00 7.69%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7.69%
合计 13000.00 100.00%

（7）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1.47%
长沙九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61.00 3.84%
方建 自然人 765.00 11.25%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9.41%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60.00 5.29%
李贵芬 自然人 939.00 13.81%
湖南诚勋建设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89.00 10.13%
湖南微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8.97%
长沙国锦嘉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76.00 12.88%

汉天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2.94%
合计 6,800.0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康青山 男 中国 北京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无境外长期居留
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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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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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基金出资人资金需求而做出的减

持上市公司股份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的股份增减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 昆吾民乐持有新疆火炬 5,343,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 策略一期持有新疆火炬 1,84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 昭宣元盛持
有新疆火炬 794,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 昭宣元泰持有新疆火炬 660,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 夏启安丰持有新疆火炬 688,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9%。 昭宣元安持有新疆火炬 462,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 苏州祥盛持有
新疆火炬 37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增减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新疆火炬 17,245,000 股股份，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新疆火炬总股本的 12.1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昆吾民
乐

517,400 0.3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6,952,230.91
-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 -

策略一
期

917,300 0.65%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12,613,242.88
1,422,400 1.01%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16,886,971.00

昭宣元
盛

387,700 0.2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5,316,130.00
906,400 0.64%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11,319,908.00

昭宣元
泰

351,300 0.25%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4,914,077.55
700,000 0.49%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8,333,600.00

夏启安
丰

315,100 0.22%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4,403,463.00
530,000 0.37%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7,269,700.00

昭宣元
安

263,700 0.19%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3,699,085.00
362,200 0.26%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4,171,284.00

苏州祥
盛

234,500 0.1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3,280,929.00
167,000 0.12%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2,000,660.00

合计 7,075,000 5.00% 91,161,281.34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七只基金持有新疆火炬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昆吾民乐 无限售条件股份 5,860,400 4.14% 5,343,000 3.78%

策略一期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80,700 2.95% 1,841,000 1.30%

昭宣元盛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88,100 1.48% 794,000 0.56%

昭宣元泰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12,000 1.21% 660,700 0.47%

夏启安丰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3,800 1.08% 688,700 0.49%

昭宣元安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8,600 0.77% 462,700 0.33%

苏州祥盛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1,400 0.55% 379,900 0.27%

合计 17,245,000 12.19% 10,170,000 7.1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七只基金共计持有的新疆火炬 10,170,000 股股份均为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不存在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

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
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被置于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所在地，

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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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 ）：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签署日期 ：2020 年 7 月 10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 公司 所
在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
什市世纪大道南路 77号

股票简称 新疆火炬 股票代码 60308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
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 披露 义
务人注册地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
号商旅大厦 6幢 1105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
路 1856号基金小镇 1号楼 113
室-25、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 号
公路大厦 1号楼 512房间、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 号
公路大厦 1号楼 512房间、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198
号星海大厦 1 幢 10 层 1006
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
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14
室-2、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号商旅大厦 6幢 1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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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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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17,245,000股 持股比例：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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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数量：减少 7,075,000股 变动比例：减少 5.00%
持股数量：10,170,000股 持股比例：7.1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 ）：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签署日期 ：2020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080 证券简称：新疆火炬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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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受让方增持，均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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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火炬”）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收到持

股 5%以上股东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吾民
乐九鼎”）、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九鼎一
期”）、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昭宣元盛九鼎”）、烟
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昭宣元泰九鼎”）、苏州夏启安
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安丰九鼎”）、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元安九鼎”）、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盛九鼎”）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述股东在
2019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0 年 7 月 9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7,07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
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昆吾民乐九鼎 517,400 0.3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6,952,230.91

嘉兴九鼎一期 917,300 0.65%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12,613,242.88
1,422,400 1.01%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16,886,971.00

昭宣元盛九鼎 387,700 0.2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5,316,130.00
906,400 0.64%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11,319,908.00

昭宣元泰九鼎 351,300 0.25%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4,914,077.55
700,000 0.49%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8,333,600.00

苏州安丰九鼎 315,100 0.22%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4,403,463.00
530,000 0.37%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7,269,700.00

嘉兴元安九鼎 263,700 0.19%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3,699,085.00
362,200 0.26%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4,171,284.00

祥盛九鼎 234,500 0.17% 2019/11/29-2020/7/9 集中竞价 12.74-15.95 3,280,929.00
167,000 0.12% 2019/11/29-2020/7/9 大宗交易 11.02-15.23 2,000,660.00

合计 7,075,000 5.00% 91,161,281.34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变化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昆吾民乐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5,860,400 4.14% 5,343,000 3.78%
嘉兴九鼎一期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80,700 2.95% 1,841,000 1.30%
昭宣元盛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88,100 1.48% 794,000 0.56%
昭宣元泰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12,000 1.21% 660,700 0.47%
苏州安丰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3,800 1.08% 688,700 0.49%
嘉兴元安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8,600 0.77% 462,700 0.33%
祥盛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1,400 0.55% 379,900 0.27%

合计 17,245,000 12.19% 10,170,000 7.1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
乐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
道东 381号商旅大厦

6幢 1105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南江路 1856号 1号楼

113室-25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号公路大厦 1号

楼 512房间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290号公路大厦 1号

楼 512房间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康青山）

嘉兴合创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委派代

表：康青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康

青山）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康

青山）
成立日期 2011年 10月 14日 2013年 7月 17日 2012年 7月 31日 2012年 05月 14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20594583753185N 91330402074022384G 91370600050945213X 91370600596566020W

主要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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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投
资企业与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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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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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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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创业投资
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
顾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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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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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立创业投资
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
顾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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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198号星
海大厦 1幢 10层 1006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
江路 1856号基金小镇

3号楼 114室-2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号
商旅大厦 6幢 1105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康青山）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康

青山）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委派代表：康青山）

成立日期 2011年 07月 05日 2012年 11月 21日 2011年 11月 29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5945781427857 9133040205830519X6 913205945866386417

主要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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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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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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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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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业务,代理
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
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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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股东情况
（1）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出资比例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0.41%
上海豪石方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500.00 34.69%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00.00 1.63%
陕西济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4.08%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300.00 21.63%
刘效刚 自然人 2,000.00 8.16%
刘芬如 自然人 1,200.00 4.90%
许尔明 自然人 1,000.00 4.08%
童晓波 自然人 1,000.00 4.08%
徐雯 自然人 1,000.00 4.08%
濮雅萍 自然人 1,000.00 4.08%
陆华超 自然人 1,000.00 4.08%
李怡 自然人 1,000.00 4.08%
合计 24,500.00 100.00%

（2）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龚雷海 自然人 5,000.00 6.86%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27.44%
李砚平 自然人 3,275.00 4.49%
成都洪源远盛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5,000.00 6.86%

齐鸣 自然人 3,500.00 4.8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 27.44%
蒋丽君 自然人 1,200.00 1.65%
九江志德通源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2,000.00 2.74%

郑福森 自然人 1,000.00 1.37%
长沙九信嘉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4,400.00 6.04%

崔晓波 自然人 2,000.00 2.74%
鑫控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6.86%
湖南汉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0.69%
合计 72,875.00 100.00%

（3）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陈红斌 自然人 1,000.00 13.33%
苏寿梁 自然人 1,200.00 16.00%
陈睿 自然人 1,200.00 16.00%
于洋 自然人 1,000.00 13.33%
孙贻财 自然人 1,000.00 13.33%
马永玲 自然人 1,000.00 13.33%
长沙市利祥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 14.67%

合计 7,500.00 100.00%
（4）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85 0.84%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11,930.00 99.16%

合计 12,030.85 100.00%
（5）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0.56%
西藏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500.00 99.16%
钱赟 自然人 50.00 0.14%
李虹达 自然人 30.00 0.08%
张云峰 有限责任公司 20.00 0.06%
合计 35,800.00 100.00%

（6）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0.77%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 26.92%
苏州工业园区申鑫九鼎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3400.00 26.15%

苏州嘉宁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3000.00 23.08%

常虹 自然人 1000.00 7.69%
来军 自然人 1000.00 7.69%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7.69%
合计 13000.00 100.00%

（7）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嘉兴嘉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100.00 1.47%
长沙九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61.00 3.84%
方建 自然人 765.00 11.25%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9.41%
山村的鹰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360.00 5.29%
李贵芬 自然人 939.00 13.81%
湖南诚勋建设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89.00 10.13%
湖南微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8.97%
长沙国锦嘉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876.00 12.88%

汉天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2.94%
合计 6,800.00 100.00%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 截至

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已经全部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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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火炬燃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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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4,256,00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16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061 号）核准，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移远通信”）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 22,300,000 股，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66,880,000 股增至 89,180,000 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66,88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30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共涉及 25 名股东， 分别
为：武夷山汲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重庆信展保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福建创高
安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向东、宁波兰石创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行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廖祝明、湖州泰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许慧、盐城乔
贝盛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信展云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中
利彩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聚力嘉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
波琢石云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国泰红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李继梅、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琢石成长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杭州聚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安创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郑建国、巴旗科技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张克剑、张建红、钱祥丰。限售期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现限售期即将届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4,25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5%，将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起上市流通。

备注：上海汲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20 年 3 月 19 日换发营业执照，其名称变
更为：武夷山汲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巴旗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换发营业执照，其名称变更为：巴旗科技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已完成 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89,1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5 元（含税），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2 股。本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107,016,000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80,256,000 股 ， 无 限售条件流通 股
26,760,000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东承诺具体如下：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武夷山汲渡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福建创高安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信展保达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关于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一、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目前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
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权属纠纷、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让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二、于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三、本企业基于对发行人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在锁定期满后，在不违反本企
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才可以转让发行人股票。

四、本企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和协议转让等
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转让方式转让发行人股票。

五、本企业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公告，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
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可以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如因发生权益分
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在减持
发行人股份时， 将按市价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进行
减持。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六、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因减持股份
所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且本企业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依
据届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处罚。 ”

（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关于流通限制
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一、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目前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
股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权属纠纷、质押、冻结等依法不得转让或其他有争议的
情况。

二、 若发行人在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人/本企业于发行人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事项发表
核查意见如下：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移远通信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
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移远通信关于本次解禁限
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移远通信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4,256,00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16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单
位：%）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单位：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单
位：股）

1 武夷山汲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544,000 5.18 5,544,000 0

2 重庆信展保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576,271 4.28 4,576,271 0

3 福建创高安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194,000 3.92 4,194,000 0

4 任向东 3,199,999 2.99 3,199,999 0

5 宁波兰石创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905,570 2.72 2,905,570 0

6 上海行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856,000 2.67 2,856,000 0

7 廖祝明 2,400,000 2.24 2,400,000 0

8 湖州泰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6,000 1.73 1,856,000 0

9 盐城乔贝盛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15,981 1.70 1,815,981 0

10 许慧 1,815,980 1.70 1,815,980 0

11 重庆信展云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00,000 1.68 1,800,000 0

12 宁波中利彩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60,000 1.46 1,560,000 0

13 宁波聚力嘉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440,000 1.35 1,440,000 0

14 宁波琢石云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00,000 1.12 1,200,000 0

15 深圳国泰红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89,588 1.02 1,089,588 0

16 李继梅 900,000 0.84 900,000 0

17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900,000 0.84 900,000 0

18 广州琢石成长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99,999 0.75 799,999 0
19 杭州聚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6,391 0.68 726,391 0

20 深圳安创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26,391 0.68 726,391 0

21 郑建国 600,000 0.56 600,000 0
22 巴旗科技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600,000 0.56 600,000 0
23 张克剑 453,274 0.42 453,274 0
24 张建红 290,556 0.27 290,556 0
25 钱祥丰 6,000 0.01 6,000 0

合计 44,256,000 41.35 44,256,00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2,990,191 -34,590,191 8,400,00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7,265,809 -9,665,809 27,600,000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0,256,000 -44,256,000 36,000,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26,760,000 44,256,000 71,016,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6,760,000 44,256,000 71,016,000

股份总额 107,016,000 0 107,016,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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