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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

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厦门乾照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

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一致行动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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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

建卓丰
指 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和君正

德
指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深圳和君正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鑫盛一号投资私募基金及深

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远盛产业创新结

构化私募基金的管理人

正德远盛 指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远盛产业创新

结构化私募基金

正德鑫盛 指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鑫盛一号投资

私募基金

苏州和正 指

苏州和正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

苏州和正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聚

鑫盛一号基金的管理人

和聚鑫盛 指
苏州和正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聚

鑫盛一号基金

国通信托 指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紫金 6号 指 国通信托·紫金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紫金 15号 指 国通信托·紫金 15号卓丰增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乾照光电、上市公

司、公司
指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

交易
指

福建卓丰直接及委托国通信托设立的紫金 15号、紫

金 6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

持乾照光电股份 35,990,138 股，占乾照光电总股本

的 5.00%。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第 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2、福建卓丰的产权控制关系

（1）福建卓丰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福建卓丰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公司名称： 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

通讯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96号三盛滨江国际 1#25F

联系方式： 电话：0591-28323333、邮箱：cai@sansheng.com、传真：0591-28323333

执行事务合伙人： 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出资额： 3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 5月 17日

经营期限： 2017年 5月 17日 至 2067年 5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2Y8LB88Y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以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企业总部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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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普通合伙人：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1%）；

有限合伙人：三盛资本管理（平潭）有限公司（99%）



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盛资本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三盛集团有限公司

林荣滨 程璇

1%，GP

99%,LP

100%

100%

90.10% 9.90%

（2）福建卓丰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为福建卓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GP，持有其 1%的出资额，拥有对其经营管理的决策

权，是福建卓丰的控股股东。

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6号楼 5层 511室

-377(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 林荣滨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 1月 11日

经营期限： 2018年 1月 11日 至 2068年 1月 10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福建卓丰的实际控制人为林荣滨先生和程璇女士，

林荣滨先生和程璇女士系夫妻关系。林荣滨先生和程璇女士的基本情况如下：

林荣滨先生：男，1968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

经济师，2005年完成清华大学房地产高级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1995年 7月至

今任福州三威橡塑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 7月至今任福建伯恩物业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 8月至今任福建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2012年 12月至今任福州三盛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3

年 4月至今，任三盛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 5月至今任三盛

控股（02183.HK）董事局主席，2017年 12月至今,任三盛教育（300282.SZ）董

事长。

程璇女士：女，1968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

济师，2006年取得“上海港大-复旦专业继续教育学院”房地产工商管理 EMBA

核心课程进修专业、工商管理博士 DBA核心课程研修班，“清华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现代经济管理高级研修班项目”结业证书。1990年至 1991年，就职于

福建省船舶技术研究所，任科员；1991年至 1993年就职于泉州永丰鞋材有限公

司，任经理；1993年至 2002年就职于福州九星光奇广告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02年至 2006年，就职于福州东方旭日高尔夫房地产公司，任副总经理；2006

年至 2017年，就职于福建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7年 5月

至今，任三盛控股（02183.HK）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2017年 11月至今，任福

州盛钜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8年 3月至今，任福州盛致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1EYR12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未规

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以上均不含金融、

证券、保险、期货等需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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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福建卓丰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及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乾照光电外，福建卓丰及其实际控制人林荣滨先

生和程璇女士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三盛集团有限公

司
2013/4/22 30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对

林业、建筑业、房地产

业、服务业、工业、商

业、信息技术业、能源

业、健康产业、文化旅

游业的投资等

2 福州卓新投资有

限公司
2017/3/28 500万元 100.00%

对林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工业、商业的投

资；园林绿化工程

3
福州三威橡塑化

工有限公司
1995/7/19 16,000万元 70.00%

橡胶制品、塑料制品、

颜料、玩具生产、销售，

对房地产投资，企业管

理等

4
厦门质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16/12/12 2,000万元 42.50%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5
福建卓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17/5/17 30000万元 100.00%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投资（不含

金融、证券、期货、财

务）

6
福州卓成贸易有

限公司
2012/7/16 200万元 80.00%

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装饰材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机电设

备、电子产品、橡胶制

品的批发等

7
福建家门口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2/2/26 3,000万元 100.00%

网络技术研发；对外贸

易； 计算机软硬件、塑

料制品、汽车配件、五

金交电、卫生洁具、陶

瓷制品、房屋租赁、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物业

管理等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8 福建伯恩物业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05/7/25 3,333万元 71.61% 物业管理

9
厦门市伯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16/3/21 2,000万元 54.12% 投资管理

10
厦门盛世纪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2015/8/18 10,000万元 94.00%

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

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

务

11 上海润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4/12 50,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

业管理；园林绿化；建

筑材料销售

12 青岛三盛投资有

限公司
2010/8/18 10,000万元 71.6%

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

资咨询服务；资产管理；

展示展览服务；设备租

赁等

13
扬州三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2/3/5 42,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销

售和租赁；物业管理；

园林绿化；建筑材料批

发、零售

14 成都吉盛置业有

限公司
2007/12/14 29,000万元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5 成都三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9/6/19 800万元 100%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16
漳州三盛置业有

限公司
2013/9/17 15,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7 厦门三盛置业有

限公司
2014/4/28 15,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8 福建闽侨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1/3/21 5,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

19
北京卓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2014/1/13 30,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从事房地

产经纪业务。

20
福建盛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3/11/22 1,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和租

赁；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建筑材料的批发

与零售

21 济南三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3/11/27 10,000万元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

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及咨

询等

22 福州宏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6/11/17 5,000万元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23
福建首福投资有

限公司
2016/10/28 3,000万元 100.00%

对林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工业、商业的投

资；园林绿化工程

24 福建佐盛投资有

限公司
2016/10/31 4,285.71 万

元
100.00%

对林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工业、商业的投

资；园林绿化工程

25 福州首盛投资有

限公司
2017/5/22 3,000万元 100.00%

对林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工业、商业的投

资；园林绿化工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26 福州伯盛投资有

限公司
2017/6/23 3,000万元 100.00%

对林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工业、商业的投

资；园林绿化工程

27 福建博隆贸易有

限公司
2012/6/11 2,000万元 100.00%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机电设备、电子产品、

化工原料的批发等

28
三盛资本管理

（平潭）有限公

司

2017/10/19 50,000万元 100.00%
投资管理、对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投

资

29
福建三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6/8/21 50,000万元 57.5% 房地产开发、销售

30 福州三盛置业有

限公司
2012/12/18 300,000 万

元
100.00%

对林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工业、商业的投

资；园林绿化工程、室

内外装饰工程等

31 福州璞盛建材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2018/4/16 5000万元 100%

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消防设备、家用电器、

水暖配件、机电设备、

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

行车）、仪器仪表、装饰

装修材料、电梯、电线

电缆、水性涂料、灯具、

混凝土砌块、钢材、不

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

的批发、代购代销

32
盛世纪股权投资

（平潭）有限公

司

2018/1/12 3000万元 100%

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

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资产管理（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以

上均不含金融、证券、

保险、期货等需审批的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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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三盛（福建）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19/3/27 100,000 万

元
100%

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

对住宿和餐饮业的投

资；对房地产业的投资；

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投资；对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的投资；对教育

业的投资；对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的投资；非

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

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

务；健康管理；教育咨

询服务；其他专业咨询；

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

券、期货、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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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盛世达投资管理

（平潭）有限公

司

2018/1/11 3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

理（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会议及展览服

务，对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法律法规和国务

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

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以上均不含

金融、证券、保险、期

货等需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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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三盛智慧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3/9/3 37,430.645

5万元
27.20%

计算机及电子设备、计

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销售通信设备、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计算机系统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资产

管理；项目投资；投资

管理；生产计算机及电

子设备、通信设备(不在

北京地区开展经营活

动)；教育咨询(中介服

务除外)；软件开发；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营业性演出)；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

4、福建卓丰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福建卓丰成立于 2017年 5月 17日，自成立以来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福建卓丰自成立以来经营不足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其普通合伙人盛世达投资

管理(平潭)有限公司及有限合伙人三盛资本管理(平潭)有限公司成立亦未满三个

完整会计年度。

三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三盛资本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三盛资

本管理(平潭)有限公司持有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三盛集

团为福建卓丰的间接控股股东。三盛集团成立于 2013年 4月 22日，是一家拥有

三盛地产、三盛教育、三盛健康、三盛科技四大业务板块的大型产业投资集团，

主营业务有：1、地产板块：地产开发（住宅、商业、产业地产）、物业管理、

景观园林设计、装修装饰工程等；2、教育板块：教育信息化、学历教育、培优

培训；3、健康板块：健康管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养老信息化；4、科技板

块：LED光电（投资乾照光电）、塑泡塑化等；5、其他：参股民营银行、消费

金融、大数据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福建卓丰成立未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福建卓丰近

两年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2017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95,481.98 436,046.12

总负债 274,374.46 247,024.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107.52 189,021.62

资产负债率 69.38% 56.65%

营业收入 79,257.19 -

营业利润 -49,188.30 -103.95

净利润 -50,647.23 -51.98

净资产收益率 -32.66% -0.02%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福建卓丰的间接控股股东三盛集团有限公司近三年母公司口径的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2018年 12 2017年度/2017年 12 2016年度/2016年 12



月 31日 月 31日 月 31日

总资产 510,609.07 449,747.01 190,903.61

总负债 509,646.50 448,748.50 189,905.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962.57 998.51 998.61

资产负债率 99.81% 99.78% 99.48%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35.94 -0.10 -1.07

净利润 -35.94 -0.10 -1.07

净资产收益率 -3.67% -0.01% -0.11%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福建卓丰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福建卓丰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职务

梁川 男 中国 中国 否
福建卓丰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派代表

6、福建卓丰及其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

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福建卓丰及其主要负责人未受到过与

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7、福建卓丰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乾照光电外，福建卓丰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上市地点 持股方 持股比例

三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2183.HK 香港联交所

林荣滨；程璇；
Modern Times
Development
Limited； Mega

70.71%



Regal Limited
三盛智慧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0282.SZ 深交所 福建卓丰 27.20%

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不存在其他福建卓丰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8、福建卓丰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福建卓丰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 持股比例 持股方

1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7.00%

福建三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福建卓丰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其他在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中心路 108号锐均大厦 5P
联系方式： 电话：15101196306 邮箱：gaoman@hejun.com
法定代表人： 易阳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4年 10月 23日
经营期限： 永续经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9413480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

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

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

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投

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

主要股东： 金张育（42.5%）、易阳春（42.5%）、张志（10%）、李文明（5%）

2、和君正德旗下两只私募基金的结构

（1）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远盛产业创新结构化私募基金的

出资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远盛产业创

新结构化私募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基金投资者姓名/名称 出资比例（%）

1 福建卓盛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该基金的出资人福建卓盛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2）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鑫盛一号投资私募基金的出资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德鑫盛一号投

资私募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基金投资者姓名/名称 出资比例（%）

1 福建卓盛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福建卓盛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见上文“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正德远盛产业创新结构化私募基金”部分所述。

3、和君正德的产权控制关系

（1）和君正德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和君正德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张育 易阳春

10%42.5%

张志 李文明

42.5% 5%

（2）和君正德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易阳春先生持有和君正德 42.50%的股份，并担任

和君正德的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拥有对和君正德经营管理的实际决策

权，为和君正德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易阳春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易阳春先生，男，1977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学历。曾任职于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7年至今任北



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和君集团资深合伙人；2017年 5月至今任苏州和

正执行事务合伙人、任和君正德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4、和君正德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及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乾照光电外，和君正德及其实际控制人易阳春先

生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及

持股比例

1

苏州和正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200
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资

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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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君 正 德

持股 80%

2 深圳和远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000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

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

金）；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

企业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

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

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

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

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股

权投资。^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

（理财产品须通过信托公司发行，在监

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

管）。

和 君 正 德

持股 100%

3
苏州和益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000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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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州 和 正

持股 1.08%

4
苏州和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0
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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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州 和 正

持股 1%

5
苏州和聚融益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300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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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州 和 正

持股 8.48%

6
苏州和聚汇益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850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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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州 和 正

持股 1.34%

7
昆山和宣聚益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5000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经营

期限自 2013年 12月 17日至 2016年 12
月 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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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州 和 正

持股 2%

8
盐城满天星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0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咨询；企业上市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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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州 和 正

持股 5%



9
盐城和正先机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941
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

务，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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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君 正 德

持 股
99.99%

10

西藏和泰正德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3100 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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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藏 和 远

实 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比 例
96.77%

11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和宏致益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20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苏 州 和 正

持 股
1.9608%

12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和德富盛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7300
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和 君 正 德

持股 1.37%

13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信诚远盛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4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

融业务）

易 阳 春 持

股 50%

14 西藏和远实业

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企业管理、餐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咨询；计算机领域内的软硬件

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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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君 正 德

持股 100%

15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和汇启正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和 君 正 德

持 股 比 例
99.90%

16
江苏天优和德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
投资管理；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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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君 正 德

持 股 比 例
40%

17

西藏山南和远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2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股权的投资及相关咨

询服务。

苏 州 和 正

持股 9.62%

18

西藏山南和仁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20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股权的投资及相关咨

询服务。

苏 州 和 正

持股 1.52%

注：西藏山南和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正在办理注销中。

5、和君正德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和君正德成立于 2014年 10月 23日，近三年来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



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股权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和君正德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2018年 12

月 31日

2017年度/2017年 12

月 31日

2016年度/2016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6,410.83 1,869.91 1,934.97

总负债 6,146.53 2,635.17 2,677.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4.30 -765.26 -742.69

资产负债率 0.00 0.00 0.00

营业收入 1,663.99 2,783.91 125.47

营业利润 1,029.56 -322.57 -686.01

净利润 1,029.56 -322.57 -686.01

净资产收益率 - - -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和君正德董监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和君正德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职务

易阳春 男 中国 中国 否
和君正德董事长、

总经理

张志 女 中国 中国 否 和君正德董事

高曼 女 中国 中国 否 和君正德董事

陈苏 男 中国 中国 否 和君正德监事

7、和君正德与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和君正德与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8、和君正德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和君正德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2018年 8月 5日，正德远盛、正德鑫盛、和聚鑫盛（上述三支基金为一致

行动人）与福建卓丰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在乾照光电股东大会审

议相关议案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

2019年 6月 14日，正德远盛、正德鑫盛与福建卓丰签署《关于一致行动协

议继续有效的确认函》，同时福建卓丰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和

正所持乾照光电 630万股股份，该次权益变动后，苏州和正不再持有乾照光电股

份。和君正德与福建卓丰的相关持股主体仍为一致行动关系，并将根据一致行动

协议享有权利及履行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福建卓丰看好乾照光电业务的发展，拟通过增持乾照光电股份获得良好投资

收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拟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

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福建卓丰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

12个月内暂无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所拥有的权益的计划，但不排除继续增持其

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

若在未来 12个月内，福建卓丰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福建卓丰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年 12月 28日，福建卓丰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作出决议同意福

建卓丰在决议签署之日起未来 6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通过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或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乾照光电股票的计划，增持

计划的具体内容如下：

（1）增持目的：基于看好乾照光电未来发展前景。

（2）增持方式：根据资本市场情况，通过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交易系统允

许的方式进行（包括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

（3）增持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4）增持股份的数量：购买乾照光电不低于总股本 5%的股份。

（5）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对乾照光电股票

价值的判断，并结合二级市场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6）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决议签署之日起 6个月内实施，同时增持不

会在敏感期、窗口期等深交所规定的不能增持的期间进行。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增持计划公告首日即 2018年 12月 28日前，福建卓丰持有乾

照光电 7,297,560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1.01%。

本次权益变动增持计划公告首日即 2018年 12月 28日前，和君正德控制的

正德远盛持有乾照光电 60,000,000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8.34%；和君正

德控制的正德鑫盛持有乾照光电 43,700,000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6.07%；

和君正德一致行动人苏州和正控制的和聚鑫盛持有乾照光电 6,300,000股股份，

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0.88%。上述一致行动人正德远盛、正德鑫盛及和聚鑫盛合

计持有乾照光电 110,000,000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15.29%。

同时，2018年 8月 5日正德远盛、正德鑫盛、和聚鑫盛与福建卓丰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协议自福建卓丰首次购买乾照光电股票并依照法律法规、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办理完毕股票登记手续之日起生效。截至本次权益变动增持计划公告

首日即 2018年 12月 28日前，福建卓丰、正德远盛、正德鑫盛及和聚鑫盛四方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乾照光电 117,297,560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16.30%，

为乾照光电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中，福建卓丰直接及委托国通信托设立的紫金 15号、紫金 6

号在深交所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乾照光电股份 35,990,138股，占乾照光电

总股本的 5.00%。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

称

增持

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

均价

（元/
股）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

福建卓

丰

集中

竞价

2019年 1月 10日 5.99 3,544,800 0.49%
2019年 1月 11日 6.02 1,255,025 0.17%
2019年 6月 26日 5.94 1,346,700 0.19%



2019年 6月 27日 5.98 1,243,839 0.17%

紫金 15
号

集中

竞价

2019年 1月 31日 6.00 9,746,502 1.35%

2019年 2月 1日 6.04 3,651,301 0.51%

2019年 5月 10日 5.81 902,100 0.13%

紫金 6
号

集中

竞价

2019年 6月 13日 6.00 999,400 0.14%

2019年 6月 14日 5.94 523,000 0.07%

2019年 6月 17日 5.90 1,865,300 0.26%

2019年 6月 18日 6.00 2,205,800 0.31%

2019年 6月 19日 6.08 6,199,800 0.86%

2019年 6月 20日 6.09 540,800 0.08%

2019年 6月 25日 5.94 1,683,171 0.23%

2019年 6月 26日 5.95 282,600 0.04%

- 合计 - - 35,990,138 5.00%

除上述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外，2019年 6月 14日，福建卓丰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以 5.99 元 /股的价格受让苏州和正所控制的和聚鑫盛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6,300,000股股份，受让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8%。同时，正德远盛、正德

鑫盛与福建卓丰签署《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继续有效的确认函》，上述大宗交易完

成后，苏州和正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乾照光电股份。和君正德与福建卓丰的相关

持股主体仍为一致行动关系，并将根据一致行动协议享有权利及履行义务。上述

大宗交易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内部的股权转让，不会导致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乾照光电股份数量及所占乾照光电股份比例发

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和君正德控制的正德远盛持有乾照光电 60,000,000

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8.34%；和君正德控制的正德鑫盛持有乾照光电

43,700,000 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6.07%；福建卓丰直接持有乾照光电

20,987,924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2.92%；福建卓丰通过紫金 6号持有乾

照光电 14,299,871 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1.99%；福建卓丰通过紫金 15

号持有乾照光电 14,299,903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1.99%。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乾照光电 153,287,698股股份，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

21.30%，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基金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和君正德为正德远盛及正德鑫盛的管理人，和君正德

系依法成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正德远盛及正德鑫盛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103,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1%。

（一）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名称

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经营场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

3、合伙经营范围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以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企业总部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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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合伙期限

50年。

5、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有限合伙人：三盛资本管理（平潭）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盛世达投资管

理（平潭）有限公司。

6、出资额

三盛资本管理（平潭）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29,700万元人民币；盛世达投资

管理（平潭）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300万元人民币。

7、合伙事务的执行



委托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事务，盛世达投资管理（平

潭）有限公司委派梁川代表其执行合伙事务。

8、合伙企业的解散

（1）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2）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3）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4）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5）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6）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二）紫金 15号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通信托·紫金 15号卓丰增持集合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国通信托为本

信托的受托人，委托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建卓丰，国通信托系依

法成立的信托计划管理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紫金 15 号持有公司

14,299,9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

1、信托计划名称

国通信托·紫金 15号卓丰增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信托管理权限（包括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行使等）

本计划系为达到福建卓丰作为乾照光电股东增持乾照光电股票之目的设立。

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限内，受托人不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委托人协

商一致共同书面指定授权代表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并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行

使表决权。

3、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乾照光电的二级市场流通股股票。

4、保管费

本信托计划保管费的年费率为 0.1%。

5、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

本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预计为 23个月。

6、信托计划规模

信托计划设立时的预计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9000万元。

7、合同成立及生效

本合同自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8、合同的终止

信托计划终止的情形包括下列事项：

（1）信托计划期限届满；

（2）本信托计划的存续违反信托目的；

（3）信托目的已实现或无法实现；

（4）本信托计划被撤销或被解除；

（5）受益人大会决定终止信托计划；

（6）当信托单位净值小于或等于止损线，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变现

完全部信托资产的；

（7）由于法律规定、市场制度变动将对信托计划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使得

信托计划无法持续稳定运行，受托人有权终止信托计划；

（8）受托人职责终止，未能按照有关规定产生新受托人；

（9）全体受益人放弃信托收益权；



（10）信托计划存续期满 6个月后，经一般受益人申请，受托人和优先受益

人同意后，本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

（11）如优先委托人认为本信托计划涉嫌违法违规或者违反所适用的交易规

则、自律规则。或者出现负面新闻报告，或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出现其他优

先委托人认可有可能产生重大风险的情况，优先委托人有权与一般委托人共同向

受托人发出提前终止信托计划的书面指令，由受托人依照执行；

（12）信托合同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由。

（三）紫金 6号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通信托·紫金 6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国通信托为本信托的受

托人，委托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建卓丰，国通信托系依法成立的

信托计划管理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紫金 6号持有公司 14,299,87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99%。

1、信托计划名称

国通信托·紫金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信托管理权限（包括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行使等）

本计划系为达到福建卓丰作为乾照光电股东增持乾照光电股票之目的设立。

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限内，受托人不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委托人协

商一致共同书面指定授权代表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并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行

使表决权。

3、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乾照光电的二级市场流通股股票。

4、保管费

本信托计划保管费的年费率为 0.1%。

5、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



本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预计为 12个月。

6、信托计划规模

信托计划设立时的预计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9000万元。

7、合同成立及生效

本合同自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8、合同的终止

信托计划终止的情形包括下列事项：

（1）信托计划期限届满；

（2）本信托计划的存续违反信托目的；

（3）信托目的已实现或无法实现；

（4）本信托计划被撤销或被解除；

（5）受益人大会决定终止信托计划；

（6）当信托单位净值小于或等于止损线，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变现

完全部信托资产的；

（7）由于法律规定、市场制度变动将对信托计划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使得

信托计划无法持续稳定运行，受托人有权终止信托计划；

（8）受托人职责终止，未能按照有关规定产生新受托人；

（9）全体受益人放弃信托收益权；

（10）信托计划存续期满 6个月后，经一般受益人申请，受托人和优先受益

人同意后，本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

（11）如优先委托人认为本信托计划涉嫌违法违规或者违反所适用的交易规

则、自律规则。或者出现负面新闻报告，或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出现其他优



先委托人认可有可能产生重大风险的情况，优先委托人有权与一般委托人共同向

受托人发出提前终止信托计划的书面指令，由受托人依照执行；

（12）信托合同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由。

（四）正德鑫盛一号投资私募基金合同的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

正德鑫盛一号投资私募基金

2、基金运作方式

本基金为契约型封闭式基金

3、基金管理权限（包括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行使等）

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依照有关规定行使

因基金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包括代表基金行使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4、基金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深交所上市交易的创业板非 ST公司股票及银行理财

产品、货币型基金。

5、基金管理费：

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2%。

6、基金的存续期限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到 2020年 6月 30日为固定存续期限。基金管理人根据

投资情况，且在征得所有投资人同意后，可延长基金存续期。

7、基金规模

合同未约定总规模。

8、合同成立及生效

（1）合同成立



本基金合同文本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投资者共同签署后合同即

告成立。

（2）合同生效

合同生效应当满足如下条件：

1）本合同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合法签署；

2）基金投资者认购或申购资金实际交付并经基金管理人确认成功，基金投

资者获得基金份额；

3）本基金依法有效成立。

本合同生效后，对本合同各方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解除。

9、合同终止及变更

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包括下列事项：（1）基金管理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

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2）基金管理人被依法取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相关

资质的；（3）基金托管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4）基

金托管人被依法取消基金托管资格的；（5）经全体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终止的；（6）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运作、市场行情等

情况决定终止的；（7）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非因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而导致合同变更时，可采用以下

三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基金合同变更。

（1）除下述第（2）、（3）款的规定外，基金合同的变更需由基金管理人

与基金托管人就本合同拟变更事项达成一致，并由基金管理人就合同变更事项书

面征求基金投资者意见，在取得持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者

同意后方可变更，但以下事项须在取得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含）基金份额的基金

投资人同意后方可变更：（i）变更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ii）基金投资范

围的调整；（iii）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费用报酬标准。

（2）以下事项需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就本合同拟变更事项达成一致，

即可变更：（i）调低基金托管人及基金运营服务机构的费用报酬标准；（ii）因



相应的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对本合同内容与格式要求发生变动而应当对基金合

同进行变更；（iii）对本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或

修改不涉及本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iv）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规

定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决定的其他事项。

（3）以下事项可以由基金管理人自行决定变更：（i）调低申购赎回费率、

管理费率、业绩报酬计提比例；（ii）基金管理人的银行收款账户信息的变更；

（iii）本合同规定可由基金管理人自行决定的其他事项；（iv）法律法规、监管

部门规定可以由基金管理人自行决定的事项。

对上述基金管理人有权单独变更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后，基金管理人按照本

合同的约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披露变更的具体内容，同时应及时将变更内容通

知基金托管人。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变的需要对本合同进行变更的，基金

管理人可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基金合同，并由基金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披露变更的具体内容。

对基金合同进行重大的变更、补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变更或补充发生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向基金业协会报告。

（五）正德远盛基金合同的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

正德远盛产业创新结构化私募基金

2、基金运作方式

本基金为契约型封闭式基金

3、基金管理权限（包括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行使等）

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依照有关规定行使

因基金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包括代表基金行使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4、基金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包括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的股票）、银行存款、货币型基金、银行理财产品。

5、基金管理费

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2%。

6、基金的存续期限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到 2020年 6月 30日为固定存续期限。基金管理人根据

投资情况，且在征得所有投资人同意后，可以延长本基金存续期。

7、基金规模

合同未约定总规模。

8、合同成立及生效

（1）合同成立

本基金合同文本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投资者共同签署后合同即

告成立。

（2）合同生效

合同生效应当满足如下条件：

1）本合同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合法签署；

2）基金投资者认购或申购资金实际交付并经基金管理人确认成功，基金投

资者获得基金份额；

3）本基金依法有效成立本。

合同生效后，对本合同各方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解除。

9、合同终止及变更

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包括下列事项：



（1）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且在六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

新基金托管人承接的，导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的原因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1）基金管理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2）基金管理人

被依法取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相关资质的；3）基金托管人依法解散、被依法

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4）基金托管人被依法取消基金托管资格的；

（2）私募基金合同期限届满而未延期的；

（3）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4）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非因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而导致合同变更时，可采用以下

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基金合同变更。

（1）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对本

合同内容进行变更。

（2）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方式。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变的需要对本合同进行变更的，基金

管理人可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基金合同。在此情况下，基金合同的变更无需

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但基金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披

露变更的具体内容。

对基金合同进行重大的变更、补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变更或补充发生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向基金业协会报告。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流通 A股，不

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2019年 1年 24日，福建卓丰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2,097,385股股份质押给

芜湖鲲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上述情形外，本次权益变动后，本次权

益变动所涉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乾照光电股份所使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不存在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

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

本次权益变动中，福建卓丰于 2019年 1月 10日至 2019年 6月 27日直接及

委托国通信托设立的紫金 15号、紫金 6号在深交所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

乾照光电股份35,990,138股，占乾照光电总股本的5.00%，交易总金额为21,605.42

万元。

此外，2019 年 6 月 14日，福建卓丰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以 5.99元/股的价格

受让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和正所控制的和聚鑫盛持有的上市公司 6,300,000股股份，

受让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8%，交易总金额为 3,773.70万元。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未来 12个月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未来 12个月内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

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明确的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

合作的计划和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

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

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

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乾照光电公司

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明确提出有关

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

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程序

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

政策作重大变动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义

务。

七、其它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其他对乾照光电

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如果根据乾照光电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程序和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独立性无实质性影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行

相应的义务。为保障公司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经营的能力，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

机构独立与资产独立完整。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保持乾照光电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企业/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及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下称“关联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企业/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之间

完全独立。

3、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

序进行，不得超越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企业/本公司、本企业/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关联企业占用的情形。

3、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本企业/本公司及关联企业。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企业/本公司、关联企业共用银行

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企业/本公司、关联企业兼职。

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企业/本公司、本企业/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关联企业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

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本企业/本公司及关联企业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

务。

4、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

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企业/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

此给乾照光电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与乾照光电之

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形。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与乾照光电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情

形。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乾照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为避免未来与

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如下承诺：

“1、本承诺人将尽职、勤勉地履行《公司法》、乾照光电《公司章程》所

规定的股东职责，不利用乾照光电的主要股东地位损害乾照光电及乾照光电其他

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它企业没有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

及活动。

3、在本承诺人作为乾照光电持股 5%以上主要股东的事实改变之前，本承诺

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它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上市公司或其控

股子公司的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及活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

人控制的其它企业不会利用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获取的信息从事或直接

或间接参与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4、在本承诺人作为乾照光电持股 5%以上主要股东的事实改变之前，本承诺

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并将促使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

方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5、在本承诺人作为乾照光电持股 5%以上主要股东的事实改变之前，如本承

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它企业获得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或可能构

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承诺人将尽最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上

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并优先提供给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获得该等业务机会，则

本承诺人承诺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方式加以解决，

且给予上市公司选择权，由其选择公平、合理的解决方式。

本企业/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

此给乾照光电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关联交易

2017年 5月，经乾照光电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7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乾照光电与和君正德、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了《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产业基金投资之战略合作协议》、

与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他合伙人签署了《盐城满天星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乾照光电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万元，作为有

限合伙人之一持有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的份额。和君正德

持有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的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

人。上述交易构成和君正德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除上述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关联交易外，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与乾照光电均不存在关联交易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仍为乾照光电的第一大股

东。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乾照光电及其下属企业之间发生关

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乾照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为规范将来可

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如下承诺：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

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

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

价格确定。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本承诺人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以及上市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各项规定，依照合法程序，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

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关联方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企业/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

此给乾照光电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节 与乾照光电之间的重大交易

2017年 5月，经乾照光电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7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乾照光电与和君正德、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了《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产业基金投资之战略合作协议》、

与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他合伙人签署了《盐城满天星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乾照光电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万元，作为有

限合伙人之一持有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的份额。和君正德

持有盐城满天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的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

人。上述交易构成和君正德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除上述投资产业基金的事项及与收购

上市公司股份的交易相关的事项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与

上市公司未发生以下重大交易：

（1）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万元或者

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2）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3）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

他任何类似安排；

（4）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

排。



第九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 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增持计划公告首日前 6个月内，即 2018年

12月 28日前 6个月内，买卖乾照光电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2018年 11月 9日至 2018年 11 月 12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卓丰在深交

所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7,297,5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1%，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

福建卓丰 集中竞价
2018年 11月 9日

5.873
3,223,700 0.45%

2018年 11月 12日 4,073,860 0.57%
- 合计 - - 7,297,560 1.01%

除上述披露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增持计划公告首日前

6个月内，即 2018年 12月 28日前 6个月内，未有其他买卖乾照光电股份的行

为。

（二）一致行动人前 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和君正德在本次权益变动增持计划公告首日

前 6个月内，即 2018年 12月 28日前 6个月内，未有买卖乾照光电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增持计划公告首日前 6 个月内，即

2018年 12月 28日前 6个月内，未有买卖乾照光电股份的行为。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14,208,671.29 615,947,179.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01,744.84 -

应收票据 21,817,331.16 -

应收账款 290,625,406.97 206,440,471.28

预付款项 42,710,586.99 20,147,647.77

应收利息 - -

应收股利 - -

其他应收款 221,210,806.97 23,861,912.97

存货 92,410,146.44 37,457,619.0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90,045,501.82 -

其他流动资产 17,240,050.21 45,584,389.41

流动资产合计 1,892,670,246.69 949,439,219.7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070,122.94 19,220,033.85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长期应收款 - 752,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54,216,724.71 945,001,283.66

投资性房地产 42,931,305.03 42,843,048.10

固定资产 78,714,244.40 62,056,528.34

累计折旧 - -

固定资产净值 78,714,244.40 62,056,528.34

在建工程 - -

工程物资 - -

固定资产清理 - -

无形资产 99,324,402.03 76,641,973.41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开发支出 35,431,140.70 7,324,701.47

商誉 1,488,156,838.49 1,488,156,838.49

长期待摊费用 11,718,845.49 12,208,242.46

递延所得税资产 8,259,853.01 5,569,370.5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9,326,093.00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62,149,569.80 3,411,022,020.33

资产总计 3,954,819,816.49 4,360,461,240.1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55,397,064.44 87,867,682.30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150,684,302.20 83,469,689.22

预收款项 20,868,591.89 11,892,600.45

应付职工薪酬 13,966,760.10 13,260,652.97

应交税费 15,371,166.72 20,793,781.88

应付利息 - -

应付股利 - -

其他应付款 1,774,740,253.66 2,246,225,684.2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其他流动负债 6,235,693.15 -

流动负债合计 2,737,263,832.16 2,463,510,091.0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 -

预计负债 6,480,787.91 6,734,987.90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6,480,787.91 6,734,987.90

负债合计 2,743,744,620.07 2,470,245,078.96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 10,000,000.00

资本公积 17,319,389.60 -0.00

减：库存股 -

盈余公积 - -

未分配利润 -599,483,323.87 -519,762.07

少数股东权益 1,783,239,130.70 1,880,735,923.2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1,211,075,196.42 1,890,216,161.13

负债和所有者(或股东权益)

合计 3,954,819,816.49 4,360,461,240.09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一、营业收入 792,571,899.66 0.00

减：营业成本 549,958,907.79 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7,809,161.93 0.00

销售费用 35,547,303.02 0.00

管理费用 75,488,497.87 516,443.03

财务费用 14,254,668.22 3,319.04

研发费用 27,186,368.23 0.00

资产减值损失 19,903,116.99 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65,969,913.94 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45,052.58 0.00

资产处置收益 5,746.65 0.00

其他收益 11,657,333.62 -519,762.07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91,882,958.06 -1,039,524.14

加：营业外收入 3,408,167.63 0.00

减：营业外支出 941,740.33 0.00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0.00 -519,762.07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89,416,530.76 -1,039,524.14

减：所得税费用 17,055,735.44 -519,762.0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06,472,266.20 -519,762.07

其中：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 92,491,295.60 0.0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8,963,561.80 -519,762.07

注：上述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二、除本报告书已披露事项外，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一致行动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亦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

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梁 川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易阳春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余磊

财务顾问主办人：

邢进

财务顾问主办人：

吕冠桥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

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决策文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关于前 24个月与乾照光电重大交易情

况的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

及关联企业的说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上市公

司以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说明；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对上市公司后续计划的相关说明；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十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乾照光电股份的

自查报告；



（十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情况的说明；

（十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最近 3年财务会计报告；

（十四）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备查地点

上市公司：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岐山北路 514 号 E 栋



（本页无正文，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签字盖

章页）

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梁 川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签字盖

章页）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易阳春

年 月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

称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福建厦门

股票简称 乾照光电 股票代码 300102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卓

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一致行动人：深圳和君正

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潭综合

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

心

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前海深

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A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

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2 家 ： 三 盛 教 育

（300282.SZ），三盛控股

（02183.HK）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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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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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种类： 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 117,297,560股

持股比例： 16.30%

注：上述持股信息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发生拥

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

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种类： 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 35,990,138

变动比例： 5.00%

注：上述股份变动信息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与上市公司

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

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

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

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 12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乾照光电

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继续增持其在乾照光电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若在未

来 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乾照光电股份发生变化，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

务人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

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

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

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

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

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

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本页无正文，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签

字盖章页）

福建卓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盛世达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梁 川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签

字盖章页）

深圳和君正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易阳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