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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656        证券简称：ST 勃达        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共青城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董事

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

中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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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娜 

设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14,050万元 

住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西藏西欣商

贸有限公司 2号楼 3楼 3042 室 

邮编 851400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资产运营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

资产管理；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

业务）；对高新技术、食品行业的投资（国

家限制和禁止投资行业除外）开发；企业

营销管理咨询及策划；财税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汽配、建材销售【依法需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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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32133700X7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贾绍君 100%持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贾绍君 100%持股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二）合伙企业填写 

企业名称 
共青城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西藏同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6 年 7 月 13 日 

实缴出资 30,000万元 

住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募基金园区

405-508 

邮编 332020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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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MA35JN0T05 

https://www.qichacha.com/pl_pf2b7379e7eb8066287c2aa97fb1555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f2b7379e7eb8066287c2aa97fb1555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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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是共青城珠峰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

合伙人之一 

资产关系 无   

业务关系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有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冯娜，也

是共青城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执行事务的合伙人的委托代表

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共青城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珠峰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名称 ST勃达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拥有权益的股份 合计拥有权 直接持股 673,000股，占比 0.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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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益

6,673,000

股，占比

9.1537%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000,000 股，占

比 8.2305%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673,000股，占比 9.153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24,673,000

股，占比

33.8450% 

直接持股 9,673,000股，占比 13.268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5,000,000 股，

占比 20.5761%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673,000股，占比 9.153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0,000股，占比

24.6914%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有 

收购人是通过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获得勃达

微波的股权，收购人无需履行其他的决策和审批

程序。收购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之后，可以申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至中国结算办理强制过户手续。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通过做市转让           □投资关系或协议方式  

□国有股行政计划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本次权益变动，是珠峰投资、智盈投资在张宏伟无力

清偿债务的情况下，通过以质押的勃达微波股份折价抵

偿的方式，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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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利用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支持、协调被收购人改

善经营管理，摆脱当前的经营困局，促进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运营质

量，实现公司提升综合竞争力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

青城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沪 0104民初 11697号】：共青城

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执行法院裁决的方式增持股东张宏伟

名下的股权 9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12.3457%）(证券账户 0189432326，证券

名称为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834656)，用于抵偿张

宏伟个人部分借款。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官网（官网（www.neeq.com.cn ）的《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补发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2、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沪 0104民初 14563号】：西藏智

盈投资有限公司以执行法院裁决的方式增持股东张宏伟名下的股权 700 万股

（占总股本的 9.6022%）(证券账户 0189432326，证券名称为西藏勃达微波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834656)，用于抵偿张宏伟个人部分借款。具

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官

网（www.neeq.com.cn ）的《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补发涉及诉讼

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 



公告编号：2018-075 

6 
 

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沪 0104民初 14564号】：西藏智

盈投资有限公司以执行法院裁决的方式增持股东张宏伟名下的股权 110 万股

（占总股本的 1.5089%）(证券账户 0189432326，证券名称为西藏勃达微波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834656)，增持股东闫素玲名下的股权 90万股

（占总股本的 1.2346%）(证券账户 01894352159，证券名称为西藏勃达微波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834656)，用于抵偿张宏伟个人部分借款。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官网（www.neeq.com.cn ）的《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

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在收购完成后，张宏伟持有勃达微波 24.1497%的股权，珠峰投资、智盈投资则

合计持有勃达微波 33.8450%的股权，并且由贾绍君先生出任公司董事长，贾绍

君成为勃达微波的实际控制人，故本次收购将导致勃达微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04 民初 14563号民事调解书； 

2、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04 民初 14564号民事调解书； 

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04 民初 11697号民事调解书。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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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无正文，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

城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 8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