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4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广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控股”）出具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

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告知函》，获悉广田控股在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客户融资融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以

下简称“信用担保户”）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于 2022年 6月 1日被中信证券

强制平仓，被动减持数量为 21,834,3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2%。 

除上述被动减持股份外，广田控股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至 2022 年 5 月 13

日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了前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取得的股份 14,867,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7%。截止目前，广田控股共减持 36,701,300，占公司总股

本的 2.39%，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 

一、 本次被动减持的情况 

（一）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被动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被动减持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被动减持均价

（元/股） 

被动减持金额

（万元） 

广田控股 2022 年 6 月 1 日 
集中竞价 

交易 
21,834,300 1.42% 2.04 4446.82 



 
 

 

（二）本次被动减持的原因 

被动减持前，广田控股在中信证券融资余额不足 5700 万元，在中信证券托

管的股票数共计 3.99 亿股，杠杆率很低。但中信证券基于自身风险防控，单方

面决定提前终止与广田控股的两融合同，在 2022 年 6 月 1 日执行强制平仓，以

致广田控股本次被动减持。     

（三）被动减持前后，广田控股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被动减持前持有股份 被动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广田控股 

信用担保户 23151.2500 15.06% 20967.8200 13.64% 

普通证券账户 36401.5898 23.68% 36401.5898 23.68% 

合计 59552.8398 38.74% 57369.4098 37.32% 

    

二、 减持比例达 1%的基本情况 

广田控股于 2022年 5月 12日至 2022年 5月 13日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了前期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取得的股份 14,86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7%； 

2022 年 6 月 1 日广田控股在中信证券客户融资融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所持

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被中信证券强制平仓，被动减持数量为 21,834,3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1.42%。 

截止目前，广田控股共减持 36,701,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减持

股份比例超过 1%，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9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5月 12日至 2022年 6月 1日 

股票简称 广田集团 股票代码 002482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3670.1300 2.39 

   

合  计 3670.1300 2.3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不适用）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80239.5398 52.20% 76569.4098 49.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0239.5398 52.20% 76569.4098 49.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本次广田控股因中信证券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部分股份，

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

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为控股股东的被动减持行为，目前广田控股

正积极与中信证券沟通，争取尽快与相关债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减少本次被动减持股票造成的不利影响。如广田控股在中信证券信用担保户持有

的公司股份继续被平仓减持，广田控股将及时履行告知及披露义务。  

（二）广田控股所持股票本次被强制平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截止目前，广田控股仍

持有公司股份 573,694,0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32%；公司实际控制人叶

远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92,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49%；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65,694,0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1%。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及中信证券严格遵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