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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1         证券简称：中岩大地         公告编号：2022-012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月 8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其出具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更正，现就相关内容补充更正披露如下： 

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首页补充更正以下内容 

补充更正前：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补充更正后：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股权激励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及减持导致持

股比例减少） 

二、“第一节 释义”补充更正以下内容 

补充更正前：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中岩大地股份比

例由 6.5800%变更为 4.9999%。 

补充更正后：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中岩大地股份比

例由 6.6619%变更为 4.9999%。 

三、“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补充更正以下内容 

补充更正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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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前，复星高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391,982 股，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5800%。 

2021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收到复星高科出具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复星高科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9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1,275,341 股，占公司总股

份总数的 1.0000%。 

2022 年 1 月 27 日，复星高科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39,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5801%。 

本次权益变动后，复星高科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6,376,84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补充更正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复星高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473,744 股，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97,175,312 股）比例为

6.6619%。 

2021 年 4 月 23 日，因公司 2021 年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并上

市，公司总股本新增 121 万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98,385,312 股，复星高科所

持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6,473,744 股，占此时总股本（98,385,312 股）的比

例为 6.5800%，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0.0819%。 

2021 年 5 月 14 日，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至 127,537,903 股，复星高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增加至 8,391,982 股，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占公司现有总股本（127,537,903 股）的比例为 6.5800%，持股比例未

发生变化。 

2021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收到复星高科出具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复星高科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9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1,275,341 股，占公司总股

份总数的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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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27 日，复星高科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39,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5801%。 

本次权益变动后，复星高科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6,376,84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补充更正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企业名称 减持方式 股票种类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复星高科 
集中竞价

交易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021年 11月 11日至

2021年 11月 19日 
1,275,341 1.0000% 

复星高科 大宗交易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022年 1月 27日 739,800 0.5801% 

补充更正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企业名称 减持方式 股票种类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复星高科 
集中竞价

交易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021年 11月 11日至

2021年 11月 19日 
1,275,341 1.0000% 

复星高科 大宗交易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022年 1月 27日 739,800 0.5801% 

注：2021年 4月 23日，因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并上市，公

司总股本新增 121万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98,385,312股，复星高科所持公司股份数量不

变仍为 6,473,744股，占此时总股本（98,385,312股）的比例为 6.5800%，持股比例被稀释

0.0819%。 

四、“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补充更正以下内容 

补充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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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益 变 动 方 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8,391,982 股 

持股比例：6.58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数量:6,376,841股 

持股比例：4.9999% 

变动比例：1.5801%  

补充更正后： 

权 益 变 动 方 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股权激励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6,473,744 股 

持股比例：6.6619%（占当时总股本为 97,175,312 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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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数量:6,376,841股 

持股比例：4.9999%（占现有总股本127,537,903股的比例） 

变动比例：1.6620%（其中，因公司实施限制性股权激励导致股份被

动稀释比例0.0819%，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少比例

1.5801%）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更新后），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由此

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2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