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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股票代码：00219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665号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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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58391799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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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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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

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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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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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他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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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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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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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本公司 指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95）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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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单位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系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665 号三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叶可 

注册资本：200,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C4MD5A1T 

经营期限：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288 号 4 号楼 903 室 

联系电话：021-583917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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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性质 

1 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0.0500% 普通合伙人 

2 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49.9750% 有限合伙人 

3 魏学宁 40,000.00 19.9900% 有限合伙人 

4 傅耀华 20,000.00 9.9950% 有限合伙人 

5 陈代千 10,000.00 4.9975% 有限合伙人 

6 陈于冰 10,000.00 4.9975% 有限合伙人 

7 饶康达 10,000.00 4.9975% 有限合伙人 

8 申隆 10,000.00 4.9975% 有限合伙人 

- 合 计 200,100.00 100.0000%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控

制关系如下图： 

 

 

 

 

 

 

 

 

 

 

 

 

 

 

 

 

 

叶可系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的执行董事、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傅耀华与叶可系母子关系，互为一

致行动人。叶可及傅耀华系上述公司及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魏学宁与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他合伙人已签

署了《入伙协议》、《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等文件，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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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0%） 

傅耀华 

LP 

（9.9950%） 

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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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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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学宁 

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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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665 号 3 层 

法定代表人 叶可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6 年 6 月 29 日 

经营期限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2046 年 6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3DRB0H 

企业类别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从事计算机科技、信息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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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控股股东为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 5 号总部经济基地大楼八楼 1819 

法定代表人 叶可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4 年 9 月 22 日 

经营期限 2014 年 9 月 22 日至 2034 年 9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95396977773G 

企业类别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

衍生品；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投资提供担保；不得从事房地

产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不得向非合

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资产管

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私募基金管理（不得向非

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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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业务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

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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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实际控制人为叶可及傅耀华，其基本信息如下： 

（1）姓名：叶可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021970********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 

（2）姓名：傅耀华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021946********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水心街道******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水心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傅耀华与叶可系母子关系，互为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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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控制其他企业。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自 2022 年 12 月成立以来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因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成

立时间较短，尚未编制财务报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

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控股股东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外

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投资企业名

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

元） 

经营范围 

1 

平潭岩山腾达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0.19% 

（普通合伙

人） 

91.43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从事对非公

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中需审

批的事项以及财务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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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岩马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0.34% 

（执行事务

合伙人） 

100.00 

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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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桐庐岩泰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2.50% 

（执行事务
500.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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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 合伙人） 

4 

桐庐岩长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0% 

（执行事务

合伙人） 

7,500.00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资产

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5 

桐庐岩嵩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48% 10,900.00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 

6 
灵译脑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50.00% 10,000.00 

智能科技、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医疗

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

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硬件、智能机器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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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桐庐岩普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01% 

（执行事务

合伙人） 

1.00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

咨询（除证劵、期货）。 

8 

上海沣石二号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3.18% 

（有限合伙

人） 

5,000.00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实业

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9 
浙江嘉霖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70.00% 2,100.00 

服务：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

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企业

形象策划，会展服务，摄影摄像服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除演出及演出

中介），图文设计、制作，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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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杉岩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8.00% 1,900.00 

股权投资管理及其相关咨询服务。（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11 岩山投资管理 100.00% 1,000.00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会议及展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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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限公

司 

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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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岩山数据服务

（上海）有限公

司 

100.00% 1,000.00 

数据处理服务，从事网络技术、计算机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系统集成，软件开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

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

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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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神鳍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60.00% 600.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

能硬件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软件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4 
上海勤行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40.00% 140.00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除

经纪）；会务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财务咨询（除代理记账），经济信

息咨询（除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实际控制人叶可及傅耀华除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外控制的其他

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

元） 

经营范围 

1 
西藏岩山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 5,000.00 

股权投资（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

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投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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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不得从事房地产业务）；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

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

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资产

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

理）；私募基金管理（不得向非合格投

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

募产品收益权）（经营以上业务的，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

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

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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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岩山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西藏岩山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持股

100% 

1,000.00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会议及展览服务、

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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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岩山数据服务（上

海）有限公司 

西藏岩山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持股

100% 

1,000.00 

数据处理服务，从事网络技术、计算机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系统集成，软件开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

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

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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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海道准科技有

限公司 

岩山投资

管理（上

海）有限

公司持股

100% 

1,000.00 

从事计算机科技、信息科技、网络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

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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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平潭岩山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岩山投资

管理（上
1,000.00 

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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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限

公司持股

100%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

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以

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期货等需

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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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宁波步兰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岩山投资

管理（上

海）有限

公司持股

100% 

100.00 

从事信息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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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21,994.76 102,177.03 57,651.56 

总负债 31,785.56 38,714.92 27,366.33 

所有者权益总额 90,209.20 63,462.11 30,285.24 

资产负债率 26.05% 37.89% 47.47%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03.77 203.77 2,093.29 

净利润 1,747.09 33,632.31 2,732.89 

注：上述 2021 年度、2020 年度数据已经上海勤永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编号为沪勤永会师报字（2022）第 1031 号、沪勤永会师报字（2021）第 1054 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2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

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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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

道准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派代表叶可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性别 有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叶可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3303021970******** 中国 男 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叶可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也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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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履行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基于对上市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同及发展前景的强烈看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减少或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1、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18个月

内不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系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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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伙人）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18个月内不改变其作为上海岩合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地位； 

3、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系持有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100%股

份的企业）、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持有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100%股份的企业）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18个月内维持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的结构不变； 

4、叶可（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西藏岩山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10%的股权）及傅耀华（持有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的股权，

傅耀华与叶可系母子关系，叶可及傅耀华为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18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西藏岩山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股份。 

此外，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符

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增加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若

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3年1月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内

部审议流程，同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合计人民币2,0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

币贰拾亿元整）受让韩猛及张淑霞持有的上市公司553,924,434股（其中韩猛持有

393,523,936股，张淑霞持有160,400,49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9.6758%。 

2023年1月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韩猛及张淑霞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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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的外部批准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本次权益变动能否通

过上述审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023年1月6日，韩猛及张淑霞与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后，上海岩合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受让韩猛及张淑霞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的公司股

份553,924,43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5,724,847,663股的9.6758%，转让价款合计

为人民币2,0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亿元整）。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

方式 
协议签署日期 

每股价格 

（元/股） 

协议转让股

数（股） 

公司目前 

总股本（股） 
受让比例 

上海岩合

科技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协议

转让 
2023年1月6日 3.61 553,924,434 5,724,847,663 9.6758% 

上述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总数变为553,924,434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9.6758%，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成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叶可及傅耀华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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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6日，韩猛（以下简称“甲方1”或“转让方1”）及张淑霞（以下

简称“甲方2”或“转让方2”，韩猛及张淑霞合称“甲方”或“转让方”）与上

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或“受让方”）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转让价格及数量 

1、甲方1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393,523,93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全部转让

给乙方；甲方2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60,400,49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全部转

让给乙方；甲方1及甲方2合计转让的股份为553,924,434股，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

币2,0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亿元整），折合人民币3.61元/股（已

经四舍五入）。 

2、本次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

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的相关规定。 

3、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之日止，若上市公司发生送股、分配现金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标的股份因上述除权除息事项所产生的红股和孳息均属于标的股

份，则本协议项下拟转让标的股份的数量、每股转让价格相应自动进行调整，并

由甲方转让给乙方。 

 

二、转让方式及转让款支付 

1、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将上述标的股份转让至乙方股票账户

名下。 

2、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启动本次股份转让程序，具体如下： 

（1）定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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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1月13日之前（含当日），乙方向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本次转让

价款的20%作为定金（即人民币4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亿元整）。 

（2）在本次股份转让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出具股份转让确认意见书

后的1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30%的股份转让款（即人民币600,000,000.00元，大

写：人民币陆亿元整，以下简称“首期款”）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交割日（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将标的股

份从甲方过户到乙方股票账户之日）前的1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剩余的股份转让

款即人民币1,0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亿元整，以下简称“尾款”）

全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甲乙双方同意，该交割日最晚不超过2023年8月31

日（含当日）。 

（4）甲方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信息（略）。 

 

三、税费与过户 

1、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所有税收与行政收费等费用，凡法律、行政法规有规

定的依规定办理，无相应规定的根据甲乙双方自行承担的原则处理。 

2、在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应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份协议转让，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双方须依法缴纳本次股份转让所应缴纳的相关税费，

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 

 

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的标的股份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且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

的不得进行协议转让的情形。在交割日之前甲方不得将标的股份进行质押冻结或



18 

转让给除乙方之外的第三方。 

2、甲方有权按本协议约定足额收取股份转让款。 

3、甲方有义务按本协议约定将标的股份转让至乙方股票账户名下。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保证其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进行协议转让的情形。 

2、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款。 

3、乙方在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应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股份增持及减持的相关规定。 

（三）甲乙双方均同意积极配合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向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就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履行报告及信息披露

义务。 

 

五、关于表决权的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 

1、本协议生效后、在乙方已向甲方支付了定金（即人民币肆亿元整）之日起

至乙方向甲方支付首期款（即人民币陆亿元整）之前的期间，甲方持有的全部股

份在行使以下权利时，必须得到乙方的事前书面同意： 

①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的权利； 

②提案、提名权，提交包括但不限于提名、推荐或变更、罢免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在内的全部股东提议或议案； 

③对所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上市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

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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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股份转让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出具股份转让确认意见书、乙

方已向甲方支付了首期款（即人民币陆亿元整）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甲

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的权利（即本节第1条①②③规定的权利）委托由乙方

行使（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 

3、在表决权委托的期间内，如甲方或乙方与上市公司发生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关联交易事项时，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4、若本协议失效，则表决权委托亦自动失效。若本次股权转让在2023年8月

31日之前（含当日）仍未全部完成交割，则表决权委托自动失效。 

 

六、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有限合伙企业需其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七、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在2023年1月13日之前（含当日）未按约定向甲方足

额支付定金的，本协议自动失效，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本协议已生效、乙方已按约定向甲方足额支付了定金、但本次股权转让未

在2023年8月31日之前（含当日）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出具股份转让确

认意见书的，本协议自动失效，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甲方需将定金（即

人民币4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亿元整）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

指定的银行账户。 

3、本协议已生效、并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出具股份转让确认意见

书、但乙方未按约定足额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本协议自动失效且视为乙方

违约，甲方已经收取的定金（即人民币4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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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不予退回乙方。 

4、本协议已生效、并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出具股份转让确认意见

书、且乙方已按约定完成了股份转让款的支付、但因甲方原因未能按照约定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的，本协议自

动失效且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将已收取的定金及股份转让款退

还给乙方，并同时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4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

亿元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利限

制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完

成后，韩猛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淑霞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叶可及傅耀华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议和批准。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

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并

履行相应的义务。 

 

第五节 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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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3.61元/股的价格（已经四

舍五入）协议受让韩猛及张淑霞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3,924,43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9.6758%，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2,00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亿元整）。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其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认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的情况，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上市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

理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进行协议转让的情形。 

 

三、资金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支付方式详见“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二、本次权益变

动方式”中《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12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

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

际情况需要进行资产、业务等方面的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二、未来12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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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

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

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任期等的计划或建议，与其他股东之间未就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

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

相应程序和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计划。如

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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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

调整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

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如上市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关调整，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督促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之“五、关于表决权的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韩

猛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淑霞就表决权安排达成了以下协议： 

1、本协议生效后、在乙方已向甲方支付了定金（即人民币肆亿元整）之日起

至乙方向甲方支付首期款（即人民币陆亿元整）之前的期间，甲方持有的全部股

份在行使以下权利时，必须得到乙方的事前书面同意： 

①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的权利； 

②提案、提名权，提交包括但不限于提名、推荐或变更、罢免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在内的全部股东提议或议案； 

③对所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上市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

行使表决权。 

2、本次股份转让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出具股份转让确认意见书、乙

方已向甲方支付了首期款（即人民币陆亿元整）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甲

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的权利（即本节第1条①②③规定的权利）委托由乙方

行使（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 

3、在表决权委托的期间内，如甲方或乙方与上市公司发生中国证监会、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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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关联交易事项时，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4、若本协议失效，则表决权委托亦自动失效。若本次股权转让在2023年8月

31日之前（含当日）仍未全部完成交割，则表决权委托自动失效。 

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之“二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之《股

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

务独立不产生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在采购、生产、销售、

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仍作为独立运营的上市公

司继续存续，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等方面均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保持

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并

履行相应的义务。 

 

二、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

司核心业务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

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三、关联交易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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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未来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将

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履行重大交易事项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

未发生以下重大交易事项： 

1、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

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2、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

元以上的交易； 

3、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

何类似安排； 

4、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买卖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买卖公司股份。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2022年12月成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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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因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成立时间较短，尚未编制财务报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最近三年的财

务报表情况详见下文。上海勤永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西藏岩山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2020年和2021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沪勤永会师报字（2021）第1054号、沪勤永会师报字（2022）第1031

号），2022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28,416,946.07 148,445,488.81 102,760,923.66 

短期投资 29,000,000.00 221,000,000.00 152,500,000.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5,128,184.23 25,128,184.23 25,128,184.23 

预付款项    

应收股利 125,235,673.06 126,930,217.16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72,790,594.86 365,332,958.20 234,170,382.56 

存货    

其中：原材料    

库存商品    

在产品    

其他流动资产 292,146.02 402,482.70 788,780.47 

流动资产合计 1,080,863,544.24 887,239,331.10 515,348,270.92 

非流动资产：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39,084,036.29 134,530,949.71 61,167,358.71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在建工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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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9,084,036.29 134,530,949.71 61,167,358.71 

资产总计 1,219,947,580.53 1,021,770,280.81 576,515,629.6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2,000.00 2,000.00 

应交税费 916,416.01 59,388,024.26 2,702,855.6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16,939,168.95 327,759,158.95 270,958,416.72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17,855,584.96 387,149,183.21 273,663,272.3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递延收益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317,855,584.96 387,149,183.21 273,663,272.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400,000,000.00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股本）净额 400,000,000.00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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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50,209,199.56 48,462,109.76 15,285,235.73 

其中：法定公积金 50,209,199.56 48,462,109.76 15,285,235.73 

任意公积金    

储备基金    

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未分配利润 451,882,796.01 436,158,987.84 137,567,121.56 

外币报表折贷差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2,091,995.57 634,621,097.60 302,852,357.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19,947,580.53 1,021,770,280.81 576,515,629.63 

 

二、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2,037,735.86 2,037,735.85 20,932,884.36 

其中：营业收入 2,037,735.86 2,037,735.85 20,932,884.36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037,735.86 2,037,735.85 2,037,735.86 

其他业务收入   18,895,148.50 

二、营业总成本 -1,366,888.54 -4,855,253.63 1,073,872.88 

其中：营业成本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244,129.96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448,422.54 223,862.81 847,270.81 

其中：业务招待费    

研究与开发费    

财务费用 -2,815,311.08 -5,079,116.44 -17,527.89 

其中：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 -2,818,909.98 -5,084,887.26 -22,198.80 

汇兑净损失

（净收益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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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6,477,048.47 394,027,172.23 7,630,762.64 

其中：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三、营业利润（营业亏损以“-”号

填列） 

19,881,672.87 400,920,161.71 27,489,774.12 

加：营业外收入   2,541,954.9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利得 

   

政府补助    

债务重组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5,000,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损失 

   

债务重组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号填

列） 

19,881,672.87 395,920,161.71 30,031,729.08 

减：所得税费用 2,410,774.90 59,597,085.06 2,702,855.6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470,897.97 336,323,076.65 27,328,873.46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17,470,897.97 336,323,076.65 27,328,873.46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60,000.00 2,160,000.00 2,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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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税费返还  588,440.9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8,945,283.32 162,730,088.73 269,600,359.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1,105,283.32 165,478,529.68 271,760,359.8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6,000.00 24,000.00 24,00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60,883,983.15 2,231,750.42 3,845,690.8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852,348.90 242,771,578.18 214,440,778.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6,738,332.05 245,027,328.60 218,310,46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647,048.73 -79,548,798.92 53,449,890.0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74,417,406.12 725,200,000.00 364,770,267.7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8,301,099.87 267,096,955.07 7,630,762.6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92,718,505.99 992,296,955.07 372,401,030.3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787,100,000.00 867,063,591.00 333,384,553.42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87,100,000.00 867,063,591.00 333,384,553.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618,505.99 125,233,364.07 39,016,476.9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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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9,971,457.26 45,684,565.15 92,466,367.0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8,445,488.81 102,760,923.66 10,294,556.6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8,416,946.07 148,445,488.81 102,760,923.66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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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根据法律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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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况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况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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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身份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基

本情况说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4、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5、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说明与承诺； 

6、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7、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8、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 

9、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文本。 

 

二、备置地点 

备置地点：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4822345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环科路555弄2号楼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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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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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叶  可 

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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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叶  可 

2023年1月6日 

  



35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二三四五 股票代码 00219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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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协议转让

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本次协议转

让完成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成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叶可及

傅耀华将成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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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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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0股 

当时公司总股本：5,724,847,663股 

持股比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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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553,924,434股 

当时公司总股本：5,724,847,663股 

持股比例：9.6758% 

变动数量：553,924,434股 

变动比例：9.6758%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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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

持 

是√否□（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的18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

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符合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

础上增加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

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否□（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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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叶  可 

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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