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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留成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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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金元坤通过大宗交易，使得挂牌公司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由林珊及其一致行动人王

月敏、陈荣、宋佳骏、潘巨斌、冯洁、上海大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王凯、熊晓青、金元

坤、上海泛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期港（上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叶敏、

张潮、谢坚、上海柳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为林珊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月敏、

陈荣、宋佳骏、潘巨斌、冯洁、上海大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王凯、熊晓青、上海泛众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期港（上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叶敏、张潮、谢坚、上

海柳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后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上海大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付自清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00年 11月 23日 

注册资本 100,000,000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平型关路 451、453号三层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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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邮编 200072 

所属行业 投资管理 

主要业务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有色

金属、贵金属及其制品、金属制品、钢铁及钢

铁制品、矿产品、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化工

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

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塑

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木材及木制品、

木浆、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玻璃及其制品、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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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61346791869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控股股东情况 付自清 

实际控制人情况 付自清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泛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度妹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3年 1月 29日 

注册资本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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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嘉定区宝安公路 2762号 2幢 2154室 

邮编 201801 

所属行业 投资咨询 

主要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

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法律咨询，

从事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务服务，翻

译服务，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专用产品） 、服装服饰、通讯器材、建筑材

料、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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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062505426F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控股股东情况 陈金华 

实际控制人情况 陈金华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二）合伙企业填写 

企业名称 上海柳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月敏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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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日期 2015年 5月 12日 

实缴出资 10,000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 111号 4

号楼 3 楼 302室 

邮编 200127 

所属行业 企业管理 

主要业务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财务咨询，实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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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424502126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企业名称 期港（上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汪蔚彤、舒勇刚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2年 8月 29日 

实缴出资 25,500,000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河沿 68号 F幢 148 室

（上海城桥经济开发区） 

邮编 202155 

所属行业 投资管理 

主要业务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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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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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053040540U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三）自然人填写 

姓名 林珊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是 澳大利亚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5年至 2018年，在上海留成网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无具体职务，但始终是公司实际经

营管理负责人；2018 年 8月至今，任上海留成

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自费出国留学业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 111号 4 幢

301 室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股份 7,443,999股，占公司

总股本 24.40%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王月敏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是 澳大利亚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上海留成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自费出国留学业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 111号 4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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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室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接持有股份 5673294股，占公司总股

本 18.60%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陈荣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高科技项目开发，信息与生物技术，国内贸易

（除专项规定），投资经营管理，文化传播，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及原材料（除危险品）的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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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杉路 888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公司 50%的股份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宋佳骏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5-2018年 8月在上海留成网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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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不适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不适用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潘巨斌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自由职业者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不适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不适用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王凯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江苏新思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室内外装饰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建筑幕墙工

程、金属钢结构工程、古建筑维修保护工程、

近现代文物建筑维修保护工程、建筑智能化工

程、灯光音响工程、机电工程、线路管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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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工程、消防工程、城市规划、景观规划、

风景园林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展览

展示、会务会展工程的设计、施工、服务；多

媒体系统设计、开发；多媒体工程施工及技术

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

告；广告设备及器材的安装；标识标牌、导视

系统的设计、制作、安装；房地产中介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商业信息咨

询（不含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雕塑、

家具、工艺品的设计、制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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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江阴市人民东路 99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公司 87.50%的股份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熊晓青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自由职业者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不适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不适用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公告编号：2020-026 

 

 

姓名 冯洁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无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不适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不适用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叶敏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无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不适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不适用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谢坚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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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任上海留成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自费出国留学业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 111号 4 幢

301 室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股份 27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 0.09%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张潮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无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不适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不适用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三、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由于股东金元坤转让所持有公司所有股票，使得挂牌公司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由林珊及

其一致行动人王月敏、陈荣、宋佳骏、潘巨斌、冯洁、上海大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王凯、

熊晓青、金元坤、上海泛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期港（上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叶敏、张潮、谢坚、上海柳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为林珊及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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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王月敏、陈荣、宋佳骏、潘巨斌、冯洁、上海大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王凯、熊晓

青、上海泛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期港（上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叶敏、

张潮、谢坚、上海柳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公司一致行动人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等

方面带来影响；公司原有各业务的实际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各业务模块正常运行，业务

内容也未发生变化，公司将继续规范运行。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详见同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的《权

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25）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本次变更，不涉及新增限售情况。 

 

（四）其他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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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金元坤女士交易记录 

 

 

 

 

 上海留成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