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378       证券简称：昊华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1-029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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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蓝

晨光”）持有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科技”或“公司”）股

份数量为 1,012,226 股，约占减持计划公告当日公司总股本的 0.11%（四舍五入，

下同），其股票来源为 IPO 前及资本公积转增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本方式取得。

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解除限售（因中蓝晨光对昊华科技 2018 年 7

月 15 日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作出的股份锁定期承诺）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披露了《昊华科技关于股东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4）. 

因中蓝晨光减持所持有的昊华科技流通股数量过半，于2020年12月18日披

露了《昊华科技关于股东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2）。 

因中蓝晨光减持所持有的昊华科技流通股时间过半，于2021年1月27日披露

了《昊华科技关于股东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时

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5）。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蓝晨光发来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截

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收盘，中蓝晨光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12,226 股，占减持计划公告当日公司总股本的 0.11%，占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



 
 

股本的 0.11% （以昊华科技 2021 年 1 月 27 日限制性股票预留股授予登记完成

后的总股本 919,229,657 股为基数进行计算），占其本次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

的比例的 100%。 

中蓝晨光自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1,012,2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约 0.11%，占其本次

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的 100%。 截止本公告提交日，中蓝晨光不再持

有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012,226 0.11% 其他方式取得：

1,012,226 股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

大股东 

613,770,923 66.92% 其他方式取得：

613,770,923 股  

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以下股东 23,231,310 2.53% 协议转让取得：

23,231,310 股  

注：1.中蓝晨光所持昊华科技股份来源为：IPO 前及资本公积转增和未分配利润送红股本

方式取得。 

2.中国昊华所持昊华科技股份来源为：行政划转及未分配利润送红股本、非公开发行、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取得。 

3.上述持股比例按照减持计划公告日披露。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

成原因 

第一组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13,770,923 66.92%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3,231,310 2.53%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1,012,226 0.11%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的下属全资

子公司 

合计 638,014,459 69.56% —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照减持计划公告日披露。 

 

特别说明：2021 年 3 月 9 日，昊华科技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原股东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协议转让其分别持有的 23,572,800 股股份（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 2.56%，以昊华科技 2021 年 1 月 27 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授

予登记完成后的总股本 919,229,657 股为基数进行计算，下同）和全部 23,231,310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53%）给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已

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办理完毕。内容详见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披露的《昊华科技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权事宜完成股权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6）。本

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股份的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13,770,923 66.77 590,198,123 64.21 

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231,310 2.53 0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46,804,110 5.09 

小计  637,002,233 69.30 637,002,233 69.30 

注：2021 年 1 月 27 日，昊华科技因完成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总股本增加 200.00 万股，总股本变更为 919,229,657 股，持股比例以变更后的公司总股

本为基数进行计算。下表计算比例的基数与此表相同。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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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 

1,012,226 0.11% 2020/10/26～

2021/4/23  

集中竞

价交易 

20.57－

24.26  

22,100,920.92 已完成 0 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