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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风险提示：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开普云”）研发部总

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刘鹏飞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相关职务，并于近日办

理完毕离职手续。离职后，刘鹏飞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经公司研究决定，刘鹏飞先生离职后，其负责的工作由公司研发部副总

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刘轩山先生负责，刘鹏飞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

术研发及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有的核心技术。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刘鹏飞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相关职务，并于近日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刘鹏飞

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带领团队在研发工作方面做出了应

有的成绩，对公司核心技术的积累具有实质性的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刘鹏飞先

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刘鹏飞先生于 2017 年加入公司并担任公司研发部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任职期间，负责公司关键技术的预研攻关、大数据服务平台的总体设计、技术研

究和产品开发。 

截至公告披露日，刘鹏飞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情况 

刘鹏飞先生任职期间参与的正在研发的项目共计四项，分别为“内容安全

5.0”、“云搜索 5.0”、“基于中台架构的政务大数据服务平台”以及“异构交汇平台



2.0”。公司参与上述研发项目的研发人员还包括核心技术人员汪敏先生、王静女

士以及其他数名研发人员。刘鹏飞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上述项目的推进与实施。 

除上述情况外，刘鹏飞先生未参与其它在研项目，亦未涉及公司其它核心技

术研发，不会对公司现有研发项目的进展产生影响。 

（二）参与研发的专利情况 

刘鹏飞先生任职期间有 6 项作为发明人申请的专利获得授权，另有 1 项专利

正在申请过程中。已授权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发明人 

1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网页

类型智能识别方法及系统 

发明

专利 
ZL 201810815713.1 

2018 年 7

月 20 日 

汪敏、刘鹏飞、

李伦凉、李绪

祥、王静、尹娜 

2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基于网页节点间互信

息的网页文章信息自动抽

取方法及系统 

发明

专利 
ZL 201810795448.5 

2018 年 7

月 20 日 

汪敏、刘鹏飞、

李伦凉、李绪祥 

3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对互联网信息进行涉

密涉敏信息监测方法及系

统 

发明

专利 
ZL 201810815712.7 

2018 年 7

月 20 日 

汪敏、刘鹏飞、

严妍、周键、王

静、林珂珉 

4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基于 DOM 网页剪枝

的相似网页查找方法及系

统 

发明

专利 
ZL 201810801006.7 

2018 年 7

月 20 日 

汪敏、刘鹏飞、

刘轩山、李绪

祥、尹娜 

5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自动识别签名章或手

写签名的方法及装置 

发明

专利 
ZL 201810795447.0 

2018 年 7

月 20 日 

汪敏、刘鹏飞、

尹娜、杨帅、刘

京成 

6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网站站点地图自动重

构的方法及系统 

发明

专利 
ZL 201810795449.X 

2018 年 7

月 20 日 

汪敏、刘鹏飞、

李伦凉、李绪

祥、尹娜 

申请中专利如下：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号 申请日期 发明人 

1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面向政府领域新词自

动发现的实现方法、分析

模型及其系统 

发明

专利 
2020101334062 

2020 年 2

月 28 日 

汪敏、严妍、刘

鹏飞、尹娜 

刘鹏飞先生任职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均非单一的发明人，截至公告披露日，

刘鹏飞先生任职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相关专利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及北京开

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刘鹏飞先生的

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 



（三）保密协议 

公司与刘鹏飞先生签署了《保密协议》，根据与公司签署的《保密协议》，

刘鹏飞先生任职期间和离职以后均应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无论何种原

因离职，均应对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接触、知悉的属于公司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公

司承诺有保密义务的商业秘密信息。不得泄露、告知、公布、发布、出版、传授、

转让或者其它任何方式使任何第三方知悉属于公司或者虽属于他人但公司承诺

有保密义务的商业秘密信息。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刘鹏飞先生离职后前往竞争对手处工作的情

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刘鹏飞先生已与研发部副总经理刘轩山先生及团队成员办理完成工作交接。

目前公司研发部研发工作运行正常。刘鹏飞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核

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在多年的研发创新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核心技术人员为研发带头人的

研发团队，具备持续创新的人才基础。除刘鹏飞先生外，公司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未发生变化，人员稳定，整体研发实力不会因刘鹏飞先生离职而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对公司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2017 年末、

2018 年末及 2019 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88 人、102 人及 144 人，占员工总

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22.06%、19.32%及 23.3%，研发人员数量呈增长趋势。同期

及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数量为 6 人、6 人、5 人及 4 人，人员稳

定，具体人员如下： 

年度 核心技术人员 

2017 年 汪敏、刘轩山、周键、王静、李伦凉、刘鹏飞 

2018 年 汪敏、刘轩山、周键、王静、李伦凉、刘鹏飞 

2019 年 汪敏、刘轩山、周键、王静、刘鹏飞 

截至公告披露日 汪敏、刘轩山、周键、王静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刘鹏飞先生离职后，目前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汪敏、刘轩山、周键、王静，



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仍持续投入对公司产品与技术的研发工作。 

刘鹏飞先生已与公司办理相关工作的交接，经公司研究决定，其负责的工作

由公司研发部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刘轩山先生负责。 

刘轩山先生简历如下： 

刘轩山，男，1976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性居留权，1998 年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学历。1998 年 8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商业信息管理系统开发部高级软件工程师；

2001 年加入公司，现为公司董事、研发部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刘轩山先

生参与发明专利 5 项，曾获得“东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参与了国务院办

公厅制定的《政府网站发展指引》（国办发〔2017〕47 号）的 1 项子课题研究

工作，参与了北京市政府网站集约化相关标准规范的研发工作，参与了 4 项国家

级、7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刘轩山先生参与研发战略的制定，负责互联网内容服

务平台的总体设计、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尤其带领团队研发了集约化环境下数

字内容全生命周期管理技术、一体化政务服务数据交换关键技术，对公司核心技

术的积累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截至公告披露日，刘轩山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14%的股份，与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目前，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

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四、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保荐机构执行的核查程序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刘鹏飞先生辞职文件、刘鹏飞先生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保密协议》，对上述文件的重要条款进行了核对； 

（2）取得并核对了公司已授权专利清单和正在申请的专利清单； 

（3）就刘鹏飞先生离职相关工作的交接情况、对公司研发工作的影响以及

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4）取得并核查了刘轩山先生的工作履历。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开普云研发团队、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相对稳定，开普云研发部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刘鹏飞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与公司办理相关工作的交接，其负

责的工作由公司研发部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刘轩山先生负责。刘鹏飞先生的

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及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有的核心

技术。 

2、刘鹏飞先生作为发明人申请的专利的专利权人（申请人）均为开普云及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且其均非单一的发明人，因此刘鹏飞先生的离职

不影响开普云专利权的完整性且不会对开普云业务发展和技术创新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3、目前开普云的采购、生产及销售均正常进行，刘鹏飞先生的离职未对开

普云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离职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