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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高乐股份 

股票代码：002348 

 

信息披露义务人：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东科学馆道 14 号新文华中心 A 座 7 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一致行动人 1：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普宁市流沙金丰园 D 幢东起第 12 号门市 1-2 层 

 

一致行动人 2：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普宁市流沙广南路(老镇政府)68 号华南学校北楼三楼 

 

一致行动人 3：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普宁市流沙广南路 63 号门市二楼 

 

一致行动人 4：杨广城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市花路南侧长富金茂大厦 1

号楼  

 

 

 

 

   签署日期：2021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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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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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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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动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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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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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 指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高乐股份/上市公司 指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兴昌塑胶五

金厂有限公司减持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本报告书 指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股东权益变动报

告书》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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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兴昌 指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新鸿辉实业 指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南华实业 指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园林文化 指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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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九龙尖沙咀东科学馆道 14号新文华中心 A座 7楼 

注册资本  500万元（港币） 

成立时间  1973年 2月 23日 

商业登记证号码  00384491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  目前主要业务为投资及房产租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香港兴昌出资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港币 认缴出资比例（%） 

新鸿辉实业 418 83.6 

杨镇欣 53.7 10.74 

杨镇裕 3.3 0.66 

杨镇凯 25 5 

合计 500 100 

二、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普宁市流沙金丰园 D幢东起第 12号门市 1-2层 

注册资本  4,5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5年 11月 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5281782982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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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参与实业投资、国内贸易（涉及法律、法规禁止的，

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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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鸿辉实业出资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杨旭恩 3150 70 

马辉龙 1350 30 

合计 4500 100 

 

2、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普宁市流沙广南路(老镇政府)68号华南学校北楼三楼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5年 11月 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5281782982896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参与实业投资、国内贸易（涉及法律、法规禁止的，

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南华实业出资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杨镇凯 700 70 

杨锡洪 300 30 

合计 1000 100 

 

3、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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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住所  普宁市流沙广南路 63 号门市二楼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4年 6月 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5281763804533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出版物零售；销售：文具用品，家用电器，儿童用品，

体育用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园林文化出资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杨楚丽 300 60 

杨康华 200 40 

合计 500 100 

 

4、杨广城 

杨广城先生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市花路南侧长富金茂大厦 1 号楼。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任职企业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在高乐股份

任职情况 

杨旭恩 男 

新鸿辉实业 执行董事 

中国 否 
董事长 

兼总经理 
香港兴昌 董事 

杨镇凯 男 新南华实业 执行董事 中国 否 无 

杨楚丽 女 园林文化 执行董事 中国 否 无 

杨广城 男 － － 
中国 

香港 
否 

董事兼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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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香港兴昌、新鸿辉实业、新南华实业、园林文化为杨氏家族成员所控制企业，

“杨氏家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成员包括杨旭恩先生、杨镇欣先生、杨镇凯先

生、杨镇裕先生、杨广城先生及杨楚丽女士、杨康华女士。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新鸿辉实业、杨广城先生、新南华实业、园林文化为一致

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

方框图： 

 

 本次权益变动后，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

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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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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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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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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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新鸿辉实业因自身财务需求，通过减持来偿还股票质押贷款，

化解质押风险。香港兴昌因上市公司经营资金需求，通过减持筹集资金。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2021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7），香港兴昌计划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 947.2万股（不超过上市公

司总股本比例的 1%）。2021 年 11 月 16 日，香港兴昌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了

4,315,400 股，上述减持计划尚有 5,156,600 股可以减持。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不排除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处置和调整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性。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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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18,331,2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4.17%。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94,745,701 10.00%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187,132,600 19.76%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6,400,000 0.68%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6,104,000 0.64% 

杨广城 123,948,948 13.09% 

合计 418,331,249 44.17%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70,971,2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9.17%。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1,701,101 5.46%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182,817,200 19.30%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6,400,000 0.68%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6,104,000 0.64% 

杨广城 123,948,948 13.09% 

合计 370,971,249 39.17%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2021年 10月 29日，上市公司披露《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新鸿辉实业于 2021年 10月 28日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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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及海通证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3,044,6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4%。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事项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详见上市公司披露的《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完成

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二）2021 年 11 月 16 日，香港兴昌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了 4,315,4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6%。2021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大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香港兴昌计划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

947.2万股（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杨氏家族”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70,971,24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9.17%。其中一致行动人杨广城先生持有的部分股份

92,961,711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82%。“杨氏家

族”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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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方式 

占上公司总股

本比例（%） 

新鸿辉实业 2021-06-30 2.39 947.20 集中竞价交易 1.00 

新鸿辉实业 2021-10-18 1.49 2083.84 协议转让 2.2 

新鸿辉实业 2021-11-10 1.36 4304.46 协议转让 4.54 

香港兴昌 2021-11-16 2.03 431.54 集中竞价交易 0.46 

合计  7767.04  8.20 

除上述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

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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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情况  

新鸿辉实业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与李轩及海通证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3,044,6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54%。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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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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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旭恩 

签署日期：2021年 11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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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商业登记证及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3、新鸿辉实业《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4、香港兴昌《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5、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及联系方式  

1、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高乐股份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联系电话：0663-234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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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

168号 

股票简称 高乐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香港九龙尖沙咀东科学馆道 14号新文华中

心 A 座 7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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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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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持股数量：418,331,249 股          

持股比例：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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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 “杨氏家族”持股数量：370,971,249 股 

变动数量：47,360,000 股 

变动比例：5.00%          

变动后比例：39.1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不确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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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杨旭恩 

日 期：2021 年 1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