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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第一大股东李琦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减持股份、公司权益分

派、2018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回购股份

方案、可转债转股等事项综合导致其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5.00%，不触及要

约收购； 

2.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3.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李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4.89%，仍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澜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李琦先生出具的《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李琦先生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日（2019 年 2 月 2 日）

至 2022 年 8 月 9 日期间，因减持股份、公司权益分派、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实施回购股份方案、可转债转股等导致权益变动，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5.00%。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43,386,102 股，占公司总股本（已

剔除回购专户股份）的 14.89%，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李琦先生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日（2019 年 2 月 2 日）至 2022 年 8

月 9 日期间发生的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交易均价 

（元/股） 

李琦 

2019/6/20 
2018 年度权

益分派 
12,330,568 持股比例不变 - 

2019/10/28 

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

150,000 股 

- 0.02% - 

2020/3/24 

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

283,872 股 

- 0.03% - 

2020/6/10 大宗交易 -533,000 -0.29% 15.0200 

2020/6/10 集中竞价 -279,100 -0.15% 16.7960 

2020/6/11 集中竞价 -563,300 -0.30% 16.9130 

2020/6/12 集中竞价 -178,493 -0.10% 16.9790 

2020/6/17 大宗交易 -573,800 -0.31% 16.2000 

2020/6/17 集中竞价 -120,000 -0.06% 19.3420 

2020/6/18 大宗交易 -861,408 -0.46% 17.3800 

2020/6/22 
2019 年度权

益分派 
16,941,301 持股比例不变 - 

2020/7/14 集中竞价 -580,000 -0.21% 13.0300 

2020/7/15 集中竞价 -51,200 -0.02% 13.2440 

2020/7/16 集中竞价 -87,500 -0.03% 13.2120 

2020/7/17 大宗交易 -900,000 -0.32% 11.0100 

2020/9/1 大宗交易 -520,847 -0.19% 10.2000 

2020/9/2 大宗交易 -353,660 -0.13% 10.2000 

2020/9/2 集中竞价 -103,000 -0.04% 11.9970 

2020/9/3 大宗交易 -243,124 -0.09% 10.2500 

2020/9/7 大宗交易 -400,000 -0.14% 10.4500 

2020/9/7 集中竞价 -50,000 -0.02% 12.0500 

2020/9/8 大宗交易 -196,046 -0.07% 10.5700 



2020/9/8 集中竞价 -210,000 -0.08% 13.8240 

2021/9/16 

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

340,470 股 

- 0.02% - 

2021/12/30 大宗交易 -2,778,000 -1.00% 14.5300 

2022/1/24 集中竞价 -966,200 -0.35% 13.1400 

2021/3/11 至
2022/1/25 

回购股份
3,371,560 股 

- 0.19% - 

2022/6/21 

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

192,420 股 

- 0.01% - 

2022/7/21 
本人所持可
转债转股 

1,775 0.00% - 

2021/6/16至

2022/8/9 

可转债转股

17,019,767股 
- -0.92% - 

合计 - - 18,724,966 -5.00% - 

注：1. 剔除因公司权益分派增加的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量实际减少

10,546,903 股； 

2. 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据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注：1. 目前公司总股本指剔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的总股本； 

2. 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据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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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当时公司

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比例 

李琦 

合计持有股份 24,661,136 19.89% 43,386,102 14.89%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165,284 4.97% 10,121,876 3.47% 

限售条件流通股 18,495,852 14.92% 33,264,226 11.41%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4.89%，仍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 

4.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

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李琦先生已按规定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琦先生出具的《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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