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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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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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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荣泰健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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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荣泰健康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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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上市公司、荣泰健康 指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胥湛卢九鼎 指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盘湛卢九鼎 指 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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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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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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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1）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72639002G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康青山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18日 

合伙期限：2011年04月18日至2020年04月15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参与设立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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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72638974R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康青山）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20日 

合伙期限：2011年04月20日至2020年04月19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参与设立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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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情况 

（1）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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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陈国祥 自然人 1100 6.11% 

张惠娟 自然人 820 4.56% 

秦卫新 自然人 710 3.94% 

马利东 自然人 700 3.89% 

蒋志祯 自然人 600 3.33% 

吴利亚 自然人 580 3.22% 

朱卫兵 自然人 560 3.11% 

董旗 自然人 520 2.89% 

俞金虎 自然人 500 2.78% 

吴惠芳 自然人 500 2.78% 

解月红 自然人 500 2.78% 

宋春飞 自然人 440 2.44% 

赵爱国 自然人 400 2.22% 

钱德祥 自然人 400 2.22% 

王锦华 自然人 400 2.22% 

杨玉飞 自然人 400 2.22% 

蒋萍 自然人 380 2.11% 

倪建峰 自然人 360 2.00% 

缪正达 自然人 350 1.94% 

陆元法 自然人 350 1.94% 

钱永法 自然人 300 1.67% 

王亚军 自然人 330 1.83% 

谢晓云 自然人 310 1.72% 

庞仁德 自然人 310 1.72% 

余仁义 自然人 300 1.67% 

谢惠芹 自然人 300 1.67% 

郑来娣 自然人 300 1.67% 

冯雪琴 自然人 300 1.67% 

黄爱民 自然人 300 1.67% 

顾国平 自然人 300 1.67% 

吴俊荣 自然人 300 1.67% 

沈宏 自然人 300 1.67% 

马卫星 自然人 300 1.67% 

茅惠琴 自然人 300 1.67% 

宋小军 自然人 300 1.67% 

李金龙 自然人 300 1.67% 

刘建华 自然人 300 1.67% 

葛华 自然人 300 1.67% 

冷敏 自然人 300 1.67% 

苏铭娟 自然人 300 1.67% 

袁梅琴 自然人 300 1.67% 

陈玉英 自然人 300 1.67% 

曹世保 自然人 30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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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纪妹 自然人 300 1.67%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公司 180 

1.00% 

合计 - 18,000 100.00% 

 

（2）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名称 公司类型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天骄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3,000.00 17.69% 

陈英杰 自然人 2,000.00 11.79% 

陆建强 自然人 600.00 3.54% 

陈忠 自然人 550.00 3.24% 

仲美妮 自然人 500.00 2.95% 

吴卫芳 自然人 500.00 2.95% 

唐正青 自然人 400.00 2.36% 

金香淑 自然人 400.00 2.36% 

崔昱 自然人 380.00 2.24% 

陈健 自然人 380.00 2.24% 

陈大钧 自然人 370.00 2.18% 

杨泉珍 自然人 360.00 2.12% 

周阿新 自然人 330.00 1.95% 

郭子超 自然人 330.00 1.95% 

周黎明 自然人 320.00 1.89% 

盛颖晖 自然人 310.00 1.83% 

殷笑琴 自然人 310.00 1.83% 

张惠平 自然人 300.00 1.77% 

陆定宏 自然人 300.00 1.77% 

陈庆 自然人 350.00 2.06% 

顾芳 自然人 300.00 1.77% 

潘美华 自然人 300.00 1.77% 

施秋红 自然人 300.00 1.77% 

李颖 自然人 300.00 1.77% 

张莉华 自然人 300.00 1.77% 

张宏 自然人 300.00 1.77% 

陈秋 自然人 300.00 1.77% 

严爱华 自然人 300.00 1.77% 

张文兰 自然人 300.00 1.77% 

王新建 自然人 300.00 1.77% 

浦惠文 自然人 300.00 1.77% 

吴芸 自然人 300.00 1.77% 

蒋留英 自然人 300.00 1.77% 

陆云霞 自然人 300.00 1.77% 

陶永才 自然人 300.00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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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刚强 自然人 300.00 1.77%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公司 169.00 1.00% 

合计  16,959.0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职务 

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

权  

 

康青山 

 

男 

 

中国 

 

北京 

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

表  

无境外长期

居留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

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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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基金出资人资金需求而做出的

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的股份增减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天胥湛卢九鼎持有荣泰健康3,053,6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116%。天盘湛卢九鼎持有荣泰健康3,94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879%。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持有的

荣泰健康股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荣泰健康 7,119,922 股股份，均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占荣泰健康总股本的 5.0856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平均价格或价

格区间(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天胥湛卢

九鼎 

竞价交易 2019/11/4 - - - 

大宗交易 2019/11/4 - - - 

天盘湛卢

九鼎 

竞价交易 2019/11/4 28.88 120,000 0.08571 

大宗交易 2019/11/4 - - - 

合计 - - - 120,000 0.08571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天胥湛卢九鼎、天盘湛卢九鼎持有荣泰健康股份变化

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天胥湛卢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3,053,622  2.18116% 3,053,622  2.18116%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053,622  2.18116% 3,053,622  2.1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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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盘湛卢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4,066,300  2.90450% 3,946,300  2.81879%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066,300  2.90450% 3,946,300  2.8187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胥湛卢九鼎、天盘湛卢九鼎共计持有的荣泰健康

6,999,922 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不存在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平均价格或

价格区间(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天胥湛卢

九鼎 

竞价交易 2019/5/8-2019/11/3 - - - 

大宗交易 2019/5/8-2019/11/3 - - - 

天盘湛卢

九鼎 

竞价交易 2019/5/8-2019/11/3 27.23 180,500 0.12893 

大宗交易 2019/5/8-2019/11/3 - - - 

合计 - - - 180,500 0.1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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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

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

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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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被置于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所

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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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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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2019年11月04日 

 



13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荣泰健康 股票代码 60357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

大道东 381 号商旅

大厦 6 幢 1105 室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

路 181 号商旅大厦 6

幢 1105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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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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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7,119,922 股  持股比例：5.0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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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数量：减少 120,000 股  变动比例：减少 0.08571% 

持股数量：6,999,922 股    持股比例：4.9999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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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的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2019年11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