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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767        证券简称：五轮科技        主办券商：天风证券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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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填写 

姓名 钟鸣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长，深圳市五典科技有限公司担任

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亿舒华科

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深圳市三江名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

任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

务为电子烟研发、生产、销售；深圳

市五典科技有限公司（为深圳市五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

业务为电子烟研发、生产、销售；深

圳市亿舒华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

咪头、LED研发、生产、销售；深圳

市三江名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

务为互联网电子产品、线材、手机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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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保护套、充电器、移动电源、手

机外壳周边产品、电脑配件及周边产

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黄田社区杨背

工业区三期六栋四楼与 2 栋三层 B区

（在宝安区西乡街道广深高速公路东

侧西部开发区三力工业园厂房二栋六

层设有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深圳市五典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深圳

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寮社区南浦路

293 号东环工业区 A6栋一层至三层。

深圳市亿舒华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深

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利锦社区创建路

4号三力工业园 2栋 6层与 3栋 5楼。

深圳市三江名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龙腾社区

石岩街道北环路西王利电机厂 24栋

501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47.81%股份；持有深

圳市亿舒华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持有深圳市三江名

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4%股

权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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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郭小平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总经理，四玺网络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极

雾未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担任执

行董事、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

务为电子烟研发、生产、销售。四玺

网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主要业务

为化妆品、保健品、健康类电子产品

的研发、销售。极雾未来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电子产品销售。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黄田社区杨背

工业区三期六栋四楼与 2 栋三层 B区

（在宝安区西乡街道广深高速公路东

侧西部开发区三力工业园厂房二栋六

层设有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四玺网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兴华

一路(延伸段)19号中兴酒店(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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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 国际)2005。极雾未来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

道海旺社区兴华一路(延伸段)19号中

兴酒店(前海 HOP国际)2005。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2.13%股份；持有四

玺网络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0%股权；持有极雾未来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 95%股权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无 - 

资产关系 无 - 

业务关系 无 -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无 -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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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名称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2 年/8月/18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26,893,100

股，占比

80.2731% 

直接持股 16,088,900股，占比 48.0237%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0,804,200 股，

占比 32.2494%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881,975股，占比 11.5873%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206,925股，占比

36.4364%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26,780,100

股，占比

79.9359% 

直接持股 16,015,900股，占比 47.805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0,764,200 股，

占比 32.130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808,975股，占比 11.369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206,925股，占比

36.4364%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郭小平 

股份名称 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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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2 年/8月/18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26,893,100

股，占比

80.2731% 

直接持股 10,804,200股，占比 32.2494%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6,088,900 股，

占比 48.0237%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01,050股，占比 8.062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103,150股，占比 24.1871%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26,780,100

股，占比

79.9358% 

直接持股 10,764,200股，占比 32.130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6,015,900 股，

占比 47.8058%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61,050股，占比 7.943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103,150股，占比 24.1871%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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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4 日，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交易，权益变动发生日为做

市交易方式。2022年 8月 1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钟鸣通

过做市交易，减持挂牌公司 73,000股，拥有权益比例从

48.0237%变为 47.8058%。2022 年 8 月 18 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郭小平通过做市交易，减持挂牌公司 40,000股，

拥有权益比例从 32.2494%变为 32.1300%。 

钟鸣与郭小平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行

动具有一致性。2022 年 8 月 1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钟

鸣、郭小平合并减持挂牌公司 113,000 股，合并拥有权

益比例从 80.2731%变为 79.9358%。合计持股变动超过权

益变动标准。 

 

（二）权益变动目的 

自愿减持。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钟鸣、郭小平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钟鸣先生、郭小平女士作为本次权益变动的减持人，为自愿减持股份。其中

钟鸣先生提前有披露股份减持计划，详见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6月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上披露的《深圳市五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公告》（公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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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22-024）。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本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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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钟鸣、郭小平  

2022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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