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0-058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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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杜江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269,568.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1.95%，
累计质押股份 142,216.55 万股（含本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2.76%，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85%；
 公司第二大股东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君正科
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180,656.6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41%，累计
质押股份 72,400.00 万股（含本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8%，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8.58%。
一、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杜江涛先生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 年 5 月 28 日，杜江涛先生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办理完成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杜江涛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21,642.7100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0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6%

解质（解冻）时间

2020 年 5 月 28 日

持股数量

269,568.0000 万股

持股比例

31.95%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142,216.55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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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76%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85%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1 月 8 日，杜江涛先生与国信证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业务，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12,74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国信证券。截
至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前，杜江涛先生对该笔质押进行了多次补充质押和解除
质押交易（原质押、补充质押及解质押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8-007 号、临 2018-065
号、临 2018-073 号、临 2018-096 号、临 2019-002 号、临 2019-038 号公告），
该笔质押的质押总数为 21,642.71 万股，本次解除质押数为 21,642.71 万股，剩余
质押数为 0.00 万股。
经与杜江涛先生确认，杜江涛先生将根据自身存量债务情况及未来资金安排，
决定是否将本次解质押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融资。
（二）股东君正科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 年 5 月 28 日，君正科技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
券”）、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金资”）办理完成了股
份解除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66,064.0534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6.5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83%

解质（解冻）时间

2020 年 5 月 28 日

持股数量

180,656.6400 万股

持股比例

21.41%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72,400.0000 万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0.08%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58%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9 年 5 月 29 日，君正科技与兴业证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业务，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2,68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兴业证券。截
至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前，君正科技对该笔质押进行了多次补充质押交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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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及补充质押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9-044 号、临 2020-011 号、临 2020-024 号、
临 2020-031 号、临 2020-032 号公告），该笔质押的质押总数为 3,229.9540 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数为 3,229.9540 万股，剩余质押数为 0.00 万股；
2、2019 年 6 月 3 日，君正科技与兴业证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业务，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5,36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兴业证券。截至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前，君正科技对该笔质押进行了多次补充质押交易（原质
押及补充质押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9-045 号、临 2020-011 号、临 2020-024 号、临
2020-031 号、临 2020-032 号公告），该笔质押的质押总数为 6,244.5778 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数为 6,244.5778 万股，剩余质押数为 0.00 万股；
3、2019 年 6 月 5 日，君正科技与兴业证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业务，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6,29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兴业证券。截至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前，君正科技对该笔质押进行了多次补充质押交易（原质
押及补充质押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9-047 号、临 2020-011 号、临 2020-024 号、临
2020-031 号、临 2020-032 号公告），该笔质押的质押总数为 7,103.8988 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数为 7,103.8988 万股，剩余质押数为 0.00 万股；
4、2019 年 6 月 10 日，君正科技与兴业证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业务，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6,10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兴业证券。截
至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前，君正科技对该笔质押进行了多次补充质押交易（原
质押及补充质押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9-048 号、临 2020-011 号、临 2020-024 号、
临 2020-031 号、临 2020-032 号公告），该笔质押的质押总数为 6,747.0150 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数为 6,747.0150 万股，剩余质押数为 0.00 万股；
5、2019 年 6 月 12 日，君正科技与兴业证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业务，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17,00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兴业证券。
截至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前，君正科技对该笔质押进行了多次补充质押交易
（原质押及补充质押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9-048 号、临 2020-011 号、临 2020-024
号、临 2020-031 号、临 2020-032 号公告），该笔质押的质押总数为 19,738.6078
万股，本次解除质押数为 19,738.6078 万股，剩余质押数为 0.00 万股；
6、2020 年 4 月 23 日，君正科技与内蒙金资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融资业务，
将其持有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23,00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内蒙金资，详见公司
临 2020-049 号公告。截至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前，该笔质押的质押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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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00 万股，本次解除质押数为 23,000.00 万股，剩余质押数为 0.00 万股。
经与君正科技确认，君正科技将根据自身存量债务情况及未来资金安排，决
定是否将本次解质押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融资。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杜江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君正科技累计质押本
公司股份 214,616.55 万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 47.6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43%，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已质押股 未质押股份
份情况
情况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
量

本次解除
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已质 已质
占公司
押股 押股
总股本
份中 份中
比例
限售 冻结
股份 股份
数量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君正科技

180,656.64 21.41% 138,464.05

8.58%

0

0

0

0

杜江涛

269,568.00 31.95% 163,859.26 142,216.55 52.76% 16.85%

0

0

0

0

合计

450,224.64 53.36% 302,323.31 214,616.55 47.67% 25.43%

0

0

0

0

72,400.00 40.08%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
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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