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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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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一）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变动

时间 

变动方

式 
股数

（股） 

占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股本

比例 

杭州永盛控

股有限公司、

李诚、李涛、

黄贤清、赵晓

波、江腾飞 

合计持

有股份 
119,205,567 36.59% 119,205,567 32.06% 

2022

年 5 月

10 日 

其他（公

司向其他

投资者发

行股份导

致被动稀

释） 

其中：

无限售

股份 

62,734,064 19.26% 62,734,064 16.87% 

     

有限售

股份 

56,471,503 17.33% 56,471,503 15.19% 

天津源峰磐

睿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厦门源

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合计持

有股份 
7,000,000 2.15% 22,000,000 5.92% 

2022

年 5 月

10 日 

其他（通

过股票定

向发行增

加） 

其中：

无限售

股份 

7,000,000 2.15% 7,000,000 1.88% 

     

有限售

股份 

0 0% 15,000,000 4.03%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先临三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自律监管意见的函》（股转系统函〔2021〕4298 号），

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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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先临三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编号：证监许可〔2022〕530 号），核准

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4,600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共计 46,000,000 股，已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

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6,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本公司总股本由 325,800,000 股增加

至 371,800,000 股。 

因公司向其他投资者定向发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诚、李涛、黄贤清、

赵晓波、江腾飞）合计控制公司股份比例被稀释，由 36.59%下降至 32.06%。 

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源峰”）通

过定向发行认购公司 15,000,000 股股份，本次定向发行后，厦门源峰及天津源

峰磐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源峰”）合计持有公司

22,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从 2.15%提高至 5.92%。 

上述两家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且天津

源峰为厦门源峰投资的企业。 

 

（二） 投资者基本情况 

1、 法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杭州永盛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诚 

实际控制人 李诚 

成立日期 2004 年 11 月 19 日 

注册资本（单位：元） 70,000,000 

住所/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三路

345 号永盛大厦 2301 室 

经营范围 

批发：预包装食品；实业投资（需国家专项审批

的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

销：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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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电线电缆、铸铁、钢材、有色金属、电机

设备、皮革箱包、生物质燃料、国家政策允许上

市的食用农产品；其他无须报经审批的合法项

目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 李诚 90%，李文华 5%，李春妍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768220166U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2、 合伙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9 月 4 日 

住所/通讯地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中路

1692 号万翔国际商务中心 2 号楼北楼 406-6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34LME77M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企业名称 天津源峰磐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18 日 

住所/通讯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

智大厦 1-717(天津志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

托管第 2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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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76G0N8L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3、 自然人基本信息 

姓名 李诚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住所/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三路

345 号永盛大厦 2301 室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李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住所/通讯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湘滨路 1398 号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黄贤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住所/通讯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湘滨路 1398 号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赵晓波 

性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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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住所/通讯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湘滨路 1398 号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江腾飞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住所/通讯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湘滨路 1398 号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2 日内编制并披露权益变动

报告书，报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同时通知该公众公司；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至披露后 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公众公司的股票。 

（一）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做市方式、竞价方式进行证券转让，投资

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0%； 

（二）通过协议方式，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众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拟达到或者超过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0%。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0%

后，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5%（即

其拥有权益的股份每达到 5%的整数倍时），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披露。自该

事实发生之日起至披露后 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公众公司的股票。”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因公众公司向其他投

资者发行股份、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出现

本章规定情形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履行披露义务。公众公司应当自

完成增加股本、减少股本的变更登记之日起 2日内，就因此导致的公司股东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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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持股变动、厦门源峰和天津源峰合计的持股

变动，均无需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股份变动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述股份变动不涉及相关股东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

购报告书等文件。 

 

三、 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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