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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王子變平民打性侵官司
【香港商報訊】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
次子安德魯王子身陷性侵醜聞，重創皇室形
象。白金漢宮當地時間周四表示，安德魯王

「歸還」榮譽軍銜及皇室贊助
據 BBC 報道，白金漢宮當日發布聲明稱，在女王批
准和同意下，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皇室頭銜）的軍
事關係和皇室贊助已歸還給女王。他將不再繼續承擔
任何公職，並以普通公民身份為該案件辯護。消息人
士稱，安德魯王子將不再使用 「殿下」稱謂，其皇室
職責將分配給其他皇室成員。與哈里王子一樣，安德
魯雖保留他的頭銜，但不會對外使用。
此前，安德魯王子捲入美國富豪愛潑斯坦組織的未
成年人性交易案，一名美國女子朱弗里指控安德魯在
她 17 歲時對她實施性侵，雖然安德魯王子一直否認此
指控，並請求美國法官駁回針對自己的性侵訴訟，但
在 1 月 12 日，他的請求被拒絕，這意味安德魯王子
會面臨審判。據稱，他可能會在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之
間面臨審判。
現年 62 歲的安德魯王子曾極力否認所有相關指控，
還聲稱自己不記得見過朱弗里，然而朱弗里不久後就
找出了自己和安德魯王子的親密合影，這張照片隨後
在網上被瘋傳。
安德魯王子曾在英國海軍和空軍服役，並在 1982 年
爆發的馬島戰役中，駕駛戰機跟隨英國 「無敵」號戰
艦執行反艦艇和引誘敵軍導彈的任務，此舉被不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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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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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股东西藏一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一乙”）
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9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59%，上述股份均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并处于质押状态。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西藏一乙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710,000 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遵循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不超公司总股本 1% 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减持。拟减持
股份来源为司法划转及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拟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
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西藏一乙资产管理 5% 以上非第
有限公司
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92,000,000

8.5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司法划转取得：
52,00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40,0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数量 减持
股东名称
（股）
比例
西藏一乙资产
10,070,605 0.94%
管理有限公司

减持价格区间 前期减持计划
（元 / 股）
披露日期

减持期间
2021/6/8 ～ 2021/12/7

15.53-20.68

2021/5/18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上市公司，恒天凯马

指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指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国资委

指

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
司关于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南昌工控将持有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无偿划转至
南昌国金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
入所致。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7442923177

法定代表人

李水平

注册资本

77133.12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11 月 14 日至 2052 年 11 月 13 日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中段

经营范围

国内贸易、资产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经济技术开发及
咨询；技术转让（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南昌工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的基本情况如下：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南昌
南昌
南昌
南昌
南昌
南昌
南昌
南昌
南昌
南昌

计划减持数 计划减
量（股） 持比例

( 一 )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 二 )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 2014 年 6 月 23 日披露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全文）》，
南京弘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西藏一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
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
之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 三 )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 一 ) 西藏一乙将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股票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西
藏一乙仍有 92,00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存在因减持规则的限制及不能解除
股票质押导致本次减持计划不能全部实施的风险。
( 二 )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 三 )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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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票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 万元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如下：

示，與原告方達成庭
外和解，花重金讓朱
弗里撤案，可能是
安德魯王子的最
佳選擇。這筆
和解金或高達
500 萬美元。

▼美國女子朱弗里
指控安德魯在她 17
歲時性侵她。
路透社

傳賣 2 億別墅
打官司

英國《衛報》稱，由
於有太多官司要打，安德
魯王子已經有些捉襟見肘，
他計劃賣掉價值 1800 萬英鎊
(近 2 億港元)、位於瑞士的一處
滑雪專用別墅來支付法務開銷。
還有報道稱，憤怒的英女王這一次並不打算為他提供
資金支持。而另一方面，朱弗里一方則表示對 「拿錢
了事」的和解方案並無太大興趣。
有分析認為，無論安德魯王子這宗案件如何了結，
英國皇室的名譽都難免蒙受重大損失。有評論稱，英
國皇室雖然此前也發生過不少性醜聞，但沒有一宗能
與安德魯王子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相提並論——堂堂英
皇室成員的性生活資料在美國法庭傳閱，且社交媒體
24 小時滾動播出。

营业范围
内燃机、农用运输车、拖拉机整机及其零部件的
研究开发、生产、技术咨询、销售自产产品及下
属子公司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投资举办符
10%
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具体项目另行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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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64，000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南昌工控公司将持有恒天凯马 10% 股权无偿划转至
全资子公司南昌国金。本次权益变动后，南昌工控不再持有恒天凯马股权。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南昌工控持有恒天凯马公司股份 64,000,000 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0%，南昌国金不持有恒天凯马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南昌国金持有恒天凯马公司股份 64,000,000 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0%，南昌工控不再持有恒天凯马股份。
三、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划转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为有限售国有法人股，不存在股权质押、被
司法冻结等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
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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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水平
2022 年 1 月 13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凯马 B
股票代码
900953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注册地
洪城路中段
减持 
有□无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是□否 
实际控制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无偿划转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持股种类：有限售国有法人股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持股数量：64，000，000 股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比例：10%
变动种类：有限售国有法人股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数量：64,000,000 股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10%
变动后持股：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否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是□否 
市公司股票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信息披露人是否拟于未来
是□否 
12 个月继续增持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2022-00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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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9 名董事全部参与了此次董事会议案的审议和表决，会议的召集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 2022-006 号《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在确保不影响 2014 年 9 月公司非公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1,800 万元（含 31,800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
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2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2022-005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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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持股比例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上市公司
价值的认可，为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
南昌工控将持有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无偿划转至子公司南昌国金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
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继续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信息
披露义务人十二个月内拟进行相关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
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
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德魯王子身陷性侵醜
聞，重創英皇室及女王的
形象。
路透社

《 衛 報 》 慨
歎，在去年經歷了
喪夫之痛後，英女王
將在今年迎來白金禧年
（ 即 位 70 周 年 ） 慶 典 ，
但安德魯王子一案很有可能將英皇室再次拖入到糟糕
的一年。

减持方式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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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水平
2022 年 1 月 13 日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南昌工控的控股股东为南昌市人民政府和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
司，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南昌市人民政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
图如下：

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监事会主席
监事
监事
监事
监事

减持合
竞价交易减持
拟减持股 拟减持
理价格
期间
份来源
原因
区间
西藏一乙
竞价交易减
2022/2/14
司法划转
不超过：
不超
按市场
清偿
资产管理
持，不超过：
～
及其他方
10,710,000 股 过：1%
价格
债务
有限公司
10,710,000 股
2022/5/13
式取得

股东名称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三） 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公司名称

姓名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南昌工控的基本情况如下：

李水平
葛彬林
郭礼灿
汤洪潮
谢芬
万美保
黄成
陈韧
王瑞东
吴颖婷

英國《獨立報》稱，紐約法院的判決對於安德魯王
子性侵少女案而言是個開端，這宗案件恐怕要貫穿整
個 2022 年。未來數月間，該案將進入取證階段，安德
魯王子須以文字和視頻形式提供宣誓口供。而口供內
容必然涉及到他更深層次的私生活內容。愛潑斯坦案
受害者的代理律師庫文解釋道，紐約法院的判決意味
朱弗里的律師現在有資格對被告方提出任何問題，
而且他們的取證範疇也不僅限於安德魯王子本人，所
有為安德魯王子提供不在場證明的相關人員都有可能
被錄口供。
根據安排，這起案件將於今年 9 月至 12 月間進入審
判階段。BBC 稱，安德魯王子可以在今年秋季上法
庭，公開澄清針對自己的指控，但很難想像皇室會希
望在紐約法院看到一場激烈的盤問。多名法律專家表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恒天凯马上市
交易股份情况。

本报告、本报告书、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或今秋赴美答辯指控

恒天凯马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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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格式准
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
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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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股份转让双方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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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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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昌工控

國民眾將其視為 「戰鬥英雄」。
然而，在他捲入性侵醜聞後，英軍中有 150 人向女
王聯名上書，要求剝奪安德魯王子在英軍中獲得的 8
個軍銜。皇家第一坦克團的一位軍官表示，無論安德
魯王子是否有罪，他參與愛潑斯坦組織的這些活動本
身就是令人惡心的，有損這些帶有皇室封號部隊的名
譽。

公司名称

上市公司名称：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马 B
股票代码：900953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中段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中段
股权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子已放棄所有軍階、皇室頭銜和皇室贊助，
將以 「普通公民」 身份進行在美國的性侵訴
訟。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上市公司，恒天凯马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昌国金
南昌工控
南昌市国资委
本报告、本报告书、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指
指
指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上交所
登记结算公司
元

指
指
指
指

单位名称：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水平
2022 年 1 月 13 日

编号：2022-006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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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1,800 万元（含
31,8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该部
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2-006
号《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2 年 1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营业范围
光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器件、光学元件、摄
5.7794% 像头模组、触摸屏及液晶显示模组、手机及
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上市公
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
南昌工控将持有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无偿划转至子公司南昌国金公
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
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继续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信息
披露义务人十二个月内拟进行相关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
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
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南昌工控公司将持有恒天凯马 10% 股权无偿划转至
全资子公司南昌国金。本次权益变动后，南昌国金持有恒天凯马 10% 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南昌工控持有恒天凯马公司股份 64,000,000 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0%，南昌国金不持有恒天凯马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南昌国金持有恒天凯马公司股份 64,000,000 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0%，南昌工控不再持有恒天凯马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划转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为有限售国有法人股，不存在股权质押、被
司法冻结等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恒天凯马上市
交易股份情况。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
司关于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南昌工控将持有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10% 股权无偿划转至
南昌国金的行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
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南昌国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91360100778839915M
骆军
400,000 万人民币
2005 年 9 月 21 日
2005 年 9 年 21 至无固定期限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广州路 2099 号 9# 楼第 9—12 层
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 ( 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南昌国金的控股股东为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南昌市人
民政府，南昌国金与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市人民政府之间的产权
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
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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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军
2022 年 1 月 13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三） 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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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军
2022 年 1 月 13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凯马 B

股票代码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增加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900953

信息披露义务人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
注册地
湖区广州路 2099 号
有□无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是□否 
实际控制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无偿划转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持股种类：无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持股数量：0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比例：0
变动种类：有限售国有法人股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数量：64,000,000 股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10%
变动后持股：64,000,000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是□否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是□否 
市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否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是□否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是□否 
上市公司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是  否□
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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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格式准
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
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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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股份转让双方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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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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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

股票代码：600094、900940

联创电子科技
106281.0324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马 B
股票代码：900953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广州路 2099 号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中国针织服装创意产业园 9#1006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公司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住所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
法有效。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参加审议和表决监事 3 名，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核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 2014 年 9 月非公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1,800 万元（含 31,8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1 月 15 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南昌国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的基本情况如下：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骆军

董事长

中国

南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姜国根

董事

中国

南昌

否

惠静

董事

中国

南昌

否

陈杰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南昌

否

黄群

监事

中国

南昌

否

信息披露人是否拟于未来
是□否
12 个月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是 □ 否 
上市公司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是  否□
批准

熊岁首

监事

中国

南昌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如下：

是  否□

单位名称：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骆军
2022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