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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1-022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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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

先生办理完成了2,6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5%）公司股份质押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56,019,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429,429,720股）的36.33%；张庆华先生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140,763,636股（含本次新增质押的股份），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0.22%，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2.78%；张庆华先生控股的湖南开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堆

龙德庆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生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4,434,875股，共生投资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0股；综上，张庆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共

生投资合计持有公司170,454,375股，以此计算，张庆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合计

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140,763,636股，占持股总数的82.58%；  

●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数量已超过80%，张庆华

先生本次质押股份是为了其资金周转；截至目前，张庆华先生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

不存在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 

   

2021年3月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生

通知，其已于2021年3月4日办理完成了部分股份质押的相关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股份质押及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1、新增股份质押情况 

张庆华先生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信支行（以下简称

“长沙银行”）于3月4日办理完成了股份质押手续，将其持有的

2,600万股质押给长沙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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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 

质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张庆华 是 2,600万股 否 否 20210303 20240228 
长沙 

银行 
16.66% 6.05% 用于资金周转 

本次张庆华先生新增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

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

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张

庆

华 

170,454,375 39.69% 114,763,636 140,763,636 82.58% 32.78% 0 0 0 0 

    二、与质押股份相关的其他情况 

1、质押股份到期情况 

张庆华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1,863,636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14.0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9%，对应融资余额约1亿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

到期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300万股，占其所持有股份

比例8.3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03%，对应融资余额0.4亿元。 

张庆华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目前已经开始偿还未来半年

内将到期股票质押融资，大部分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事项属于

其间接融资，相关主体已就未来将到期的债务进行合理规划安

排，张庆华先生后续也将积极督促相关主体按约定履约，可能产

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约风险；此外，张庆华

先生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相关保障资金主要来自股票红利、

自有资金、投资收益与相关企业经营回款等。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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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亦不

存在需要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①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用于其资金周转，不会对

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②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与日常管理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 

③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4、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联

系住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 

张庆华 男 中国 

湖南省长

沙市高新

区嘉运路

299号 

现任公司董事长，湖南开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长，湖南维邦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湖南葆华

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湖南碧胜环保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家界葆华环保有限

公司监事，湖南珂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湖南湘雅夕乐苑健康养老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相关情况如下： 

名称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25905K 

法定代表人 张庆华 

注册资本 1,990万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5-12-11 

经营期限 2015-12-11至 2065-12-10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开发服务、咨询、交流服务、转让服务；能源评估服务；节能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脱硫脱硝技术咨询、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科技信息咨询

服务；科技项目评估服务；水处理设备的研发；生活垃圾处置技术开发；生活垃



 
 

第 4 页，共 5 页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HUNANFANGSH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5、张庆华先生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

况。 

6、偿债能力分析 

张庆华先生主要收入来源有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

等。从长远发展前景上看，张庆华先生投资的一些项目已逐步进

入回收期，现金流入量也将逐渐改善，不存在债务偿还风险。 

7、最近一年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张庆华先生未直接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或关联方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

人民币万元）：  

以上关联交易已经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三、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用于其资金周转。张庆华先

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其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履约保障资

金主要来自股票红利、自有资金、投资收益等。张庆华先生所持

圾处置技术转让；环境评估；空气污染监测；工矿企业气体监测；水污染监测；

废料监测；噪声污染监测；光污染监测；水土保持监测；环保工程设计；土壤修

复；脱硫脱硝的设计；城市水域垃圾清理；大气污染治理；船舶污染物接收；噪

音污染治理服务；光污染治理服务；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安全评价；节水

管理及技术咨询；工业节水技术咨询服务；生活节水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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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湖南碧盛环保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0%）、其余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 40%）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8,775.98 万元，净资产为

1,969.77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718.41万元，净利润 160.59万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1,102.13万元，净资产为 1,910.62

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789.89万元，净利润 39.06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定价 

原则 
金额 

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庆华先生之控股子公司 设备采购工程施工 

市场化

定价 

768.28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张庆华先生之控股子公司 提供环评服务 16.50 

湖南湘雅夕乐苑健康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子公司，张庆华先生兼任董事 
出租房屋 8.17 

采购药品 0.18 

合计 7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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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质押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约风

险，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根据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约定，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

例、最低履约保障比例，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

时，可能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处置行为。截至目前，张庆华

先生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

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并及时通知公司。 

此外，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张庆华先生将压缩对外投资规

模，督促相关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资金回笼，以降低其质押

融资金额，合理控制质押比例,同时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其

它担保、提前还款等措施降低质押的潜在风险，更好地支持上市

公司发展，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化情况，张庆华先生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