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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2          证券简称：雷迪克         公告编号：2020-090

债券代码：123045          债券简称：雷迪转债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及 

被动稀释比例超过 1%的公告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换债券（以下简

称“雷迪转债”）自 2020年 9月 18日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雷

迪转债转股数量累计为 425,855 股，公司总股本由未实施转股前的 88,000,000

股增加至 88,425,855 股；2020年 10月 9日至 2020年 10月 20日期间，雷迪转

债累计转股数量为 5,406,508 股，公司总股本由前述 88,425,855 股增加至

93,832,363股。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沈国娟女士、於国海先生、沈仁法先生的通知，在 2020

年 9 月 10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沈国娟女

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9,000 股，占公司未实施转股前总股本

0.03%；於国海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20,000 股，占公司未

实施转股前总股本 0.14%；沈仁法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7,000股，占公司未实施转股前总股本 0.02%。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前段减持实施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月 5日、2020年 8月 12日、2020年 9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关于公

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以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2020-064、

控股股东北京科坚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沈仁荣及一致行动人

於彩君、北京福韵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思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沈国娟、沈仁泉、沈仁法、於国海、倪水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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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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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4），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受以上可转债转股及其减持事项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科坚控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坚控股”）、实际控制人沈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於彩君女士、北京福韵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福

韵通”）、北京思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思泉”）

以及沈国娟女士、沈仁泉先生、沈仁法先生、於国海先生、倪水庆先生合计持股

比例由 63.07%变动至 58.97%，股份比例变动超过 1%，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沈仁荣 杭州市萧山区**** 

於彩君 杭州市萧山区**** 

科坚控股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2号 3 号楼一层 154

号 

北京福韵通 
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 2号院 1号楼 B座四层

4008-01号 

北京思泉 
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 2号院 1号楼 B座四层

4008-94号 

倪水庆 杭州市萧山区**** 

沈国娟 杭州市萧山区**** 

沈仁泉 杭州市萧山区**** 

沈仁法 杭州市萧山区**** 

於国海 杭州市萧山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9月 10日至 2020年 10 月 20日 

股票

简称 
雷迪克 股票代码 300652 

变动

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变动方式 

沈仁荣 
 

A股 
0 被动稀释 0.4662 

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因可转债转股被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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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彩君 0 被动稀释 0.3729 
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因可转债转股被动减少。 

科坚控股 0 被动稀释 2.0978 
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因可转债转股被动减少。 

北京福韵 0 被动稀释 0.3729 
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因可转债转股被动减少。 

北京思泉 0 被动稀释 0.5594 
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因可转债转股被动减少。 

倪水庆 0 被动稀释 0.0071 
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因可转债转股被动减少。 

沈国娟  29,000  0.0471 

2020年 9月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 29,000股，

持股比例因减持和可转债

转股而减少。 

沈仁泉 0 被动稀释 0.0039 
持有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因可转债转股被动减少。 

沈仁法  17,000  0.0193 

2020年 9月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 17,000 

股，持股比例因减持减少。 

於国海  120,000  0.1505 

2020年 9月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 120,000

股，持股比例因减持和可转

债转股而减少。 

合计  166,000 4.097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其他                      （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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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2] 

合计持有股份 55,501,123  63.0695 55,335,123  58.972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591,123  52.9445 46,425,123  49.47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10,000  10.1250 8,910,000  9.4957 

 

备注：[1]本次变动前总股本以转股前 88,000,000 计算。 

[2]本次变动后总股本以最新总股本 93,832,36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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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

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0年 6月 4日、2020年 8月 12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8、2020-064） 

本次减持实施进展与减持计划公告一致，截止目前减持计划未实

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

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