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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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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 2022 年 7 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鉴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5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绩效评价结果为“不合格”，其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
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15.00万股。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2年 6月 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7）。

公司将在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目前公司总股本计算，
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办理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2,845,853,619 股减少至 2,845,703,619 股，公司注
册资本将由 2,845,853,619元减少至 2,845,703,619元（股本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
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 7月 26日起 45日内（工作日 8:30至 11:00；14:00至 17:00）
2、申报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 118号新奥科技园 B座
3、联系人：凌妍
4、联系电话：0316-2597675
5、电子邮箱：enn-ng@enn.cn
6、传真号码：0316-2595395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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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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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07月 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 118号新奥科技园 B座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1,852,2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910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于建潮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马哲律师、张莹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1 人，董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韩继深先生、董事蒋承宏先生、董事

张瑾女士、董事王子峥先生、董事赵令欢先生、董事郑洪弢先生、独立董事李鑫钢先生、乔钢梁先生、唐
稼松先生、张余先生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公司监事蔡福英女士、王曦女士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梁宏玉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1,814,007 99.9982 38,246 0.001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第十届独立董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1,742,307 99.9948 91,246 0.0042 18,700 0.001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王玉锁 2,106,614,015 98.8161 是
3.02 于建潮 2,122,225,577 99.5484 是
3.03 韩继深 2,096,060,959 98.3211 是
3.04 郑洪弢 2,122,305,413 99.5521 是
3.05 蒋承宏 2,086,306,860 97.8635 是
3.06 张瑾 2,111,492,125 99.0449 是
3.07 王子峥 2,122,643,209 99.5680 是

4、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唐稼松 2,116,923,900 99.2997 是
4.02 张余 2,122,938,295 99.5818 是
4.03 初源盛 2,128,966,011 99.8646 是
4.04 王春梅 2,128,966,030 99.8646 是

5、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李岚 2,128,939,111 99.8633 是
5.02 王曦 2,111,145,215 99.0286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428,949,876 99.9910 38,246 0.0090 0 0.0000

2 关于调整第十届独立董
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428,878,176 99.9743 91,246 0.0212 18,700 0.0045

3.01 王玉锁 403,749,884 94.1167
3.02 于建潮 419,361,446 97.7559
3.03 韩继深 393,196,828 91.6568
3.04 郑洪弢 419,441,282 97.7745
3.05 蒋承宏 383,442,729 89.3830
3.06 张瑾 408,627,994 95.2539
3.07 王子峥 419,779,078 97.8533
4.01 唐稼松 414,059,769 96.5201
4.02 张余 420,074,164 97.9220
4.03 初源盛 426,101,880 99.3271
4.04 王春梅 426,101,899 99.3272
5.01 李岚 426,074,980 99.3209
5.02 王曦 408,281,084 95.173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3、4、5 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2、3、4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律师、张莹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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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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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以
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按照预定时间于 2022年 7月 25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全体董事
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有表决权的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选举王玉锁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选举于建潮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十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和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其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洪弢
委 员：王玉锁、于建潮、韩继深、蒋承宏、张瑾、王子峥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初源盛
委 员：于建潮、张瑾、唐稼松、张余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唐稼松
委 员：韩继深、蒋承宏、王春梅、张余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唐稼松
委 员：蒋承宏、张余、初源盛、王春梅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春梅
委 员：于建潮、张瑾、唐稼松、张余
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建潮
委 员：郑洪弢、王子峥、唐稼松、张余、王春梅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以下高级管理人员：
联席首席执行官：于建潮、韩继深；
总裁：郑洪弢；
常务副总裁：苏莉；
首席财务官：王冬至；
副总裁：王贵歧；
副总裁：黄保光；
副总裁：王世宏；
副总裁：张晓阳；
副总裁：郑文平；
董事会秘书：梁宏玉；
总裁助理：门继军。
以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一）自聘任之日起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凌妍（简历见附件二）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聘任之日起任期三年，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环境、社会及

治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

法》。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制度》。《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整合了《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敏感信息
排查管理制度》的内容，公司此前发布的《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敏感信息排查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和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确定并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附件一：
于建潮：1968年出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EMBA。曾

任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督察委员会主席、首席财务官、财务与审计委员会主
席、副总裁；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公司副总裁、首席执行官等职务。 在公司管理、资本运作等
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现任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年 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2017
年 11月起任本公司副董事长；2020年 9月起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

韩继深：1964年出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EMBA。 于 1993年加入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曾在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多家下属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曾任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总裁、CEO、联
席副主席及执行董事，在能源行业市场研究、业务拓展及经营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2020年 9 月起
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董事。

郑洪弢：1975年出生，清华大学博士学历。曾任中海石油气电集团国际贸易分公司副总经理、常务
副总经理。 2019年 1月加入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国际及国内天然气贸易，曾任新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天然气业务理正师。 在能源规划、国际 LNG 资源采购及贸易、LNG 船运、国内天然气销
售及相关资产并购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现任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执行董事；新奥（舟
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 2020年 9月起任公司总裁、董事。

苏莉：1972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 EMBA。 于 2002年加入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曾担任新奥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多家成员企业的副总经理、总经理。 在能源企业运营及市场拓展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现任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公司总经理，负责浙江区域的市场与销售及园区等业务开发。 曾任
本公司高级副总裁，2021年 12月起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

王冬至：1968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并于 2016 年取得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工商管理硕士。 2000年 8月加入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曾任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
任、财务管理部总经理、首席财务总监、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CFO等职务，有丰富的财务及金融管理
方面的经验。 现任新奥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奥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0年 9月起任本公司 CFO。

王贵歧：1962年出生，清华大学 EMBA。曾任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总公司总经济师；新地能源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能源工程市场开发、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运营方面有丰富的经验。2021年 1月起
任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 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黄保光：1970年出生，硕士学历。 曾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法律部合同主管、法律部合作处处长
（合作经理）、法律部咨询处处长（咨询经理）；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部总经理；中海石
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兼法律部总经理和股权管理部总经理。 在能源项目并购、法律风
险控制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2016年 7月至 2018年 12月，历任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执行
副总裁。 2018年 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王世宏：1964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曾在国家经委企管局、
国家计委办公厅及国家发展改革委顾问办公室任职，曾任中国高新投资集团总经理助理、山东晨鸣纸
业集团副总经理。 在公司战略规划、企业运营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2012年 9月加入新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曾任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2021年 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张晓阳：197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武汉大学工业工程专业。曾任山西漳山发电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党委委员。 曾任新奥能源化工集团市场与战略绩效部副主任、主任，新能矿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新能凤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化工行业研究、化工资产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积累丰富经验。 2019年 12月 27日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郑文平：1969 年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MBA，曾任中国石化集团下北京石油化工工程公司项
目管理部副部长、工程建设公司 PMC 项目主任，炼化工程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及项目管理中心总经
理，曾任延长石油集团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中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能源
行业业务拓展、项目运营、企业运营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2020年 10月加入公司，曾任本公司常务
副总裁，2021年 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梁宏玉：1979年出生，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国际贸易与公司法硕士和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在资本市场交易和法律工作方面拥有超过 15年的经验，于 2011年加入新奥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曾任新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律总监、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财务
总监兼公司秘书，2021年 6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门继军：1979年出生，对外经贸大学 EMBA。 拥有 17余年工程及项目管理经验。 曾任新奥燃气工
程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物资管理部主任；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物资采购分公司副总经理、穿
越分公司副总经理、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工
程市场开发总经理。 2019年 12月 27日起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附件二：
凌妍：1993年出生，本科学历，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并取得证书。曾任职于新智

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证券事务工作。 2019年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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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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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
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按照预定时间于 2022年 7月 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全体监事出席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有表决权的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已经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非职工代表监事李岚、王曦，经公司 2022 年第

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职工代表监事刘杰， 以上选举产生的三位监事已共同组建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

监事会同意选举李岚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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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因公司

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超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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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控股股东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

景华、孟联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1.14%，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嘉友转债”或

“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控股股东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46.47%下降至 45.33%，被动稀
释 1.14%，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410350929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韩景华
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24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9号）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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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韩景华
姓名：韩景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在公司任职情况：董事长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孟联
姓名：孟联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在公司任职情况：董事、总经理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1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年 8月 5日向社会公开

发行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 720万张，发行总额 72,000万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80 号文同意，公司可转债于 2020 年 9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债券简称“嘉友转债”，债券代码“113599”。“嘉友转债”自 2021 年 2 月 1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24.82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12.73元/股。

截至 2022年 7月 4日，累计共有 384,305,000元“嘉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 30,176,920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73,918,860股，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
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50.78%下降至 47.55%，被动稀释 3.23%。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6 日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的权益
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2022年 7月 5 日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期间，共有 139,946,000 元“嘉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
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0,993,135股，公司总股本由 473,918,860 股增加至 484,911,995 股，嘉
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 孟联持股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由 47.55%下降至 46.47%， 被动稀释
1.08%。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1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
转股被动稀释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66）。

2022年 7月 16日至 2022年 7月 22日期间，共有 154,929,000元“嘉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
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2,170,118股，公司总股本由 484,911,995 股增加至 497,082,113 股，嘉
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 孟联持股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由 46.47%下降至 45.33%， 被动稀释
1.14%，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被动稀释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嘉信益 124,207,300 25.61% 124,207,300 24.99% 0.62%
韩景华 66,605,717 13.74% 66,605,717 13.40% 0.34%
孟联 34,524,543 7.12% 34,524,543 6.95% 0.17%
合计 225,337,560 46.47% 225,337,560 45.33% 1.14%

注：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嘉信益，实际控制

人仍为韩景华、孟联。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2-073
转债代码：113599 转债简称：嘉友转债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超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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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公司可转债转股， 使控股股东嘉信

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5.18%，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前，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0,955,4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78%。 本次权益变动后， 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 孟联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5,337,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60%。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友国际”）因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 截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94,157,402股，控股股东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信益”）及其一致
行动人韩景华、 孟联持股数量由 160,955,400 股增加至 225,337,560 股， 持股比例由 50.78%下降至
45.60%，被动减少 5.18%，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嘉信益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韩景华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410350929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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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期限 2015年 06月 24日至 2035年 06月 23日
主要合伙人 韩景华持有 59.28%份额；孟联持有 30.72%份额
通讯方式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9号）

（2）嘉信益主要合伙人情况
姓名 韩景华 孟联
性别 男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 北京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否

在公司任职或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信益德（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贵州嘉隆矿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嘉友国际董事长。

天鼎云泓企业发展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嘉友国际董事、总经理。

（3）嘉信益股权结构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韩景华

姓名 韩景华
性别 男
身份证件号码 1526011973**
国籍 中国
住所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 26号院 2号楼 23-24层
通讯方式 010-88998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孟联
姓名 孟联
性别 女
身份证件号码 1101081971**
国籍 中国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 26号院 2号楼 23-24层
通讯方式 010-88998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韩景华、孟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嘉信益为公司控股股东。 韩景华和孟联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前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在重大决策中保持一致，双方为一致行动人；韩景
华持有嘉信益 59.28%份额，孟联持有嘉信益 30.72%份额，综上，嘉信益、韩景华、孟联为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持股数量因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增加
经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2022 年

6 月 8 日）登记的总股本 316,972,433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股
转增 0.4股。

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持股数量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持股数量
由 160,955,400股增加至 225,337,560股，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50.78%，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股份
种类

转增前 变动数注 转增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转增
（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嘉信益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88,719,500 27.99% 35,487,800 124,207,300 27.99%

韩景华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47,575,512 15.01% 19,030,205 66,605,717 15.01%

孟联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24,660,388 7.78% 9,864,155 34,524,543 7.78%

合计 160,955,400 50.78% 64,382,160 225,337,560 50.78%

注：上述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于 2022年 6月 10日起上市流通。
2、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而减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1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年 8月 5日向社会公开

发行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 720万张，发行总额 72,000万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80 号文同意，公司可转债于 2020 年 9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债券简称“嘉友转债”，债券代码“113599”。“嘉友转债”自 2021 年 2 月 1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24.82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12.73元/股。

因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5 月 3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 日连续 23 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高于“嘉友转债”转股价格的 130%，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
触发“嘉友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 2022年 7月 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嘉友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 100.584 元/张的
赎回价格，对赎回登记日（2022 年 7 月 25 日）登记在册的“嘉友转债”全部赎回。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
后，“嘉友转债”将自 2022年 7月 2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截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累计共有 641,947,000 元“嘉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 50,415,462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94,157,402股，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
联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50.78%下降至 45.60%，被动减少 5.18%。

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股份
种类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被 动 减
少比例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嘉信益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88,719,500 27.99% 124,207,300 25.14% 2.85%

韩景华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47,575,512 15.01% 66,605,717 13.48% 1.53%

孟联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
通股 24,660,388 7.78% 34,524,543 6.99% 0.79%

合计 160,955,400 50.78% 225,337,560 45.60% 5.18%
注：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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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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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内容详见《嘉友国际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嘉友国际
股票代码：60387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9号）
通讯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9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韩景华
住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 26号院 2号楼 23-24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孟联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 26号院 2号楼 23-24层
权益变动性质：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2022年 7月 25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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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
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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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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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嘉友国
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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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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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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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嘉友国际、上市公司、公司 指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景华、孟联
实际控制人 指 韩景华、孟联
控股股东、嘉信益 指 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21年 12月 18日至 2022年 7月 21日， 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
孟联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持股数量由 160,955,400 股增
加至 225,337,560 股；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 持股比例由 50.78%下降至
45.60%，被动减少 5.18%。

“嘉友转债”、可转债 指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嘉友国际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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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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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嘉信益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韩景华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410350929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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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期限 2015年 06月 24日至 2035年 06月 23日
主要合伙人 韩景华持有 59.28%份额；孟联持有 30.72%份额
通讯方式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区二层 209（TG第 9号）

2、嘉信益主要合伙人情况
姓名 韩景华 孟联
性别 男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 北京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否

在公司任职或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信益德（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贵州嘉隆矿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嘉友国际董事长。

天鼎云泓企业发展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嘉友国际董事、总经理。

3、嘉信益股权结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韩景华
姓名 韩景华
性别 男
身份证件号码 1526011973**
国籍 中国
住所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 26号院 2号楼 23-24层
通讯方式 010-88998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孟联
姓名 孟联
性别 女
身份证件号码 1101081971**
国籍 中国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通街 26号院 2号楼 23-24层
通讯方式 010-88998888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韩景华、孟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嘉信益为公司控股股东。 韩景华和孟联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在重大决策中保持一致，双方为一
致行动人；韩景华持有嘉信益 59.28%份额，孟联持有嘉信益 30.72%份额，综上，嘉信益、韩景华、孟联
为一致行动人，具体股权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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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持股数量因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增加
经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2022 年

6 月 8 日）登记的总股本 316,972,433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股
转增 0.4股。

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持股数量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持股数量
由 160,955,400股增加至 225,337,560股，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50.78%，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股份
种类

转增前 变动数注 转增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转增
（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嘉信益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通
股 88,719,500 27.99% 35,487,800 124,207,300 27.99%

韩景华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通
股 47,575,512 15.01% 19,030,205 66,605,717 15.01%

孟联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通
股 24,660,388 7.78% 9,864,155 34,524,543 7.78%

合计 160,955,400 50.78% 64,382,160 225,337,560 50.78%
注：上述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于 2022年 6月 10日起上市流通。
（二）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而减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34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 720 万张，发行总额 72,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决定书[2020]280号文同意，公司可转债于 2020 年 9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
简称“嘉友转债”，债券代码“113599”。“嘉友转债”自 2021年 2月 1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
股价格为 24.82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12.73元/股。

因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5 月 3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 日连续 23 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高于“嘉友转债”转股价格的 130%，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
触发“嘉友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 2022年 7月 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嘉友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 100.584 元/张的
赎回价格，对赎回登记日（2022 年 7 月 25 日）登记在册的“嘉友转债”全部赎回。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
后，“嘉友转债”将自 2022年 7月 2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截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累计共有 641,947,000 元“嘉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 50,415,462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94,157,402股。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
联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50.78%下降至 45.60%，被动减少 5.1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没有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未

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收购办法》、《准则第 15 号》等相关规定及承
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0,955,4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0.78%。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持股数量由 160,955,400 股增加至 225,337,560 股；因公司可转债转股，持股比
例由 50.78%下降至 45.60%，被动减少 5.18%。

本次权益变动后，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5,337,56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5.60%。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股份
种类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被 动 减
少比例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嘉信益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88,719,500 27.99% 124,207,300 25.14% 2.85%

韩景华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47,575,512 15.01% 66,605,717 13.48% 1.53%

孟联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24,660,388 7.78% 34,524,543 6.99% 0.79%

合计 160,955,400 50.78% 225,337,560 45.60%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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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韩景华、孟

联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且最近三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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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前次权益变动时间：2021年 12月 17日（2021年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日及股份转让协议签
署日）

前次权益变动方式： 持股比例因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由 71.25%下降至 64.15%（被动减少
7.10%）， 因协议转让股份由 64.15%下降至 50.78%（主动减少 13.37%）； 持股数量因协议转让股份由
203,330,400股减少至 160,955,400股（主动减持 42,375,000 股），上述协议转让股份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完成过户登记。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种类

前次权益变动前 前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嘉信益 人民币普通股 107,016,000 37.50% 88,719,500 27.99%
韩景华 人民币普通股 63,433,912 22.23% 47,575,512 15.01%
孟联 人民币普通股 32,880,488 11.52% 24,660,388 7.78%
合计 203,330,400 71.25% 160,955,400 50.78%

内容详见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于 2021年 12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嘉友国际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五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2021年 12月 17日，嘉信益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孟联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紫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国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每股 18.873 元（含税）的转
让价格合计向紫金国贸转让公司股份 42,37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7%，上述协议转让股份于
2022年 2月 21日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股份转让 转让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转让数量 转让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嘉信益 107,016,000 33.76% 18,296,500 5.77% 88,719,500 27.99%
韩景华 63,433,912 20.01% 15,858,400 5.00% 47,575,512 15.01%
孟联 32,880,488 10.37% 8,220,100 2.59% 24,660,388 7.78%
合计 203,330,400 64.15% 42,375,000 13.37% 160,955,400 50.78%

除上述情形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个月内不存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
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 不存在依据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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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韩景华
2022 年 7 月 25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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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景华

2022 年 7 月 25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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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联

2022 年 7 月 25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合伙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嘉友国际 股票代码 60387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嘉信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韩景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孟联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嘉信益：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二层 209（TG 第 9
号）
韩景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孟联：北京市海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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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因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增加，持股比例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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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股票种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嘉信益 人民币普通股 88,719,500 27.99%

韩景华 人民币普通股 47,575,512 15.01%

孟联 人民币普通股 24,660,388 7.78%

合计 160,955,400 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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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名称

股票
种类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
比例

嘉信益 人民币普通
股 35,487,800 2.85% 124,207,300 25.14%

韩景华 人民币普通
股 19,030,205 1.53% 66,605,717 13.48%

孟联 人民币普通
股 9,864,155 0.79% 34,524,543 6.99%

合计 64,382,160 5.18% 225,337,560 45.6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2021年 12月 18日至 2022年 7月 21日
方式： 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持股数量由 160,955,400 股增加至
225,337,560股；因公司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由 50.78%下降至 45.60%，被动减少 5.18%。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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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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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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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韩景华

2022 年 7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韩景华

2022 年 7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孟联

2022 年 7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