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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鼎欣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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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朝克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方式，使得挂牌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由北京欣

合盈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欣合汇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涂勤华、隋迎秋、李建

军、彭渤、江威、高永军、郭明星、罗喆敏、单蜜、刘严、柳秀君、武镝、刘嘉变更为北

京欣合汇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欣合盈达科技有限公司、涂勤华、隋迎秋、

李建军、彭渤、江威、高永军、郭明星、罗喆敏、刘严、柳秀君、雷朝克、武镝、刘嘉，

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 

1、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雷朝克；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3、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三年，2018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否 

 

 

 

二、变更后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告编号：2021-001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北京欣合盈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隋迎秋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09年 12月 21 日 

注册资本 81.27万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 501 

邮编 100085 

所属行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主要业务 

技术服务；企业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99595537H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控股股东情况 隋迎秋 

实际控制人情况 隋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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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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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北京欣合汇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涂勤华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涂勤华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

可认定为合伙企业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7年 8月 17 日 

实缴出资 5,100,00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38 号 1号楼 B座 7

层 082号 

邮编 100044 

所属行业 企业管理服务 

主要业务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

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H723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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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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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隋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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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名誉董事长。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2,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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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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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涂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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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月至 2017年 12月，担任诚志功能材

料事业部董事长兼 CEO；2015 年 4月至 2017

年 12 月担任安徽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8年 8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兼 CEO。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499,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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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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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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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1,062,5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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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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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彭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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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7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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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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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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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687,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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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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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高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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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职工监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687,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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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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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郭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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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625,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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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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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罗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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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562,5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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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21-001 

 

姓名 刘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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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37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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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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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柳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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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部门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187,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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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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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雷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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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2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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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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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武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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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部门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93,7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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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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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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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任职于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部门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开发计算机硬、软

件及其应用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

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03 月 22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 5号高立二千大厦 5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93,75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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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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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2020年 12月 31日，北京欣合汇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欣合盈达科技有

限公司、新增自然人股东（雷朝克）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作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的补充协议。因单蜜已经离职，根据协议约定其离职视为自

愿退出一致行动人，故单蜜离职、雷朝克的加入使得挂牌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

由北京欣合盈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欣合汇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涂勤华、隋迎

秋、李建军、彭渤、江威、高永军、郭明星、罗喆敏、单蜜、刘严、柳秀君、武镝、刘嘉

变更为北京欣合汇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欣合盈达科技有限公司、涂勤华、

隋迎秋、李建军、彭渤、江威、高永军、郭明星、罗喆敏、刘严、柳秀君、雷朝克、武镝、

刘嘉。 

本次一致行动人的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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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对公司经营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本次新增一致行动人

有利于提高公司内部决策与执行效率，确保公司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公司也将继续严

格遵守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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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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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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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售情况 

新增的一致行动人雷朝克所持有的股份，比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

八条的规定，自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其他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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