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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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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动稀释，未触及要约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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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实施 2019 年股权激励计划致使公司总股

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杰雄、唐杰邦及其一致行动人唐怡汉、唐

怡灿、唐杰维、唐杰操、佛山市盛德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德智”）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稀释。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唐杰雄、唐杰邦及其一致行动人唐怡汉、唐怡灿、唐杰维、

唐杰操、盛德智（以下统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150,000,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68.18%。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完成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 790 万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 790 万股。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开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并自 2019 年 12 月 16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截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

可转债累计转股数量为 23,596,124 股。 

综上，截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公司总股本由首发上市时的 220,000,000 股



增至 251,496,124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仍为 150,000,000 股，持

股比例由 68.18%下降至 59.64%，被动稀释 8.54%。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唐杰雄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000,000 13.64% 30,000,000 11.93% 

唐杰邦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000,000 13.64% 30,000,000 11.93% 

唐杰维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000,000 13.64% 30,000,000 11.93% 

唐杰操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000,000 13.64% 30,000,000 11.93% 

盛德智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000,000 13.64% 30,000,000 11.93% 

合计 150,000,000 68.18% 150,000,000 59.64% 

注 1：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的股份持股比例为公司首发上市时的持股比

例；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后的股份持股比例，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可转债转股

（截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和实施股权激励稀释后的持股比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唐杰雄 

姓名 唐杰雄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62219710609****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文教前锋村

大门楼街一巷 8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文教前锋村

大门楼街一巷 8 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唐杰邦 

姓名 唐杰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62219700201****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前锋村大门楼

街二巷 18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前锋村大门楼

街二巷 18 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唐杰维 



姓名 唐杰维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62219740811****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前锋村大门楼

街一巷 8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前锋村大门楼

街一巷 8 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说明：公司股东唐杰维先生已于 2020 年 10 月 5 日逝世，公司后续将根据唐杰维先生的

股份继承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唐杰操 

姓名 唐杰操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62219750828****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前锋村大门楼

街二巷 18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前锋村大门楼

街二巷 18 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唐怡汉 

姓名 唐怡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62219370612****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文教前锋村

大门楼街一巷 8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文教前锋村

大门楼街一巷 8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六）唐怡灿 

姓名 唐怡灿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62219431226****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前锋村大门楼

街二巷 18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前锋村大门楼

街二巷 18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七）佛山市盛德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佛山市盛德智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新兴路 149 号 A 栋 101 号铺位 

法定代表人 唐杰雄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仟叁佰捌拾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398141064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及项目策划、实业投资；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达到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4 年 7 月 22 日至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唐杰雄持股 37.50%；唐杰邦持股 37.50%；唐怡汉持股 12.50%；

唐怡灿持股 12.50%。 

通讯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新兴路 149 号 A 栋 101 号铺位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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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会对公司的

股权结构和分布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安排，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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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唐杰雄、唐杰邦等一致行动人根据规定及

时编制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