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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的补充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公告是针对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进行的补充，增加了以下内容：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披露由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中提示，公司股东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李丽萍（以下简称“北京硕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2020 年 8 月 5 日

增持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 5%时，未立即停止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而在当日继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继而使其合计持有的公司股

份比例超过了 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及《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因此，北京硕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买入超过

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 5%后的股份在买入后的 36 个月内均不得行

使表决权。截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北京硕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13,938,222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6%，即北京硕晟及其一致行动人仅对持

有的公司 35,605,663 股股票具有表决权，对剩余的 78,332,559 股股票不具有表

决权。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泰艾普”或“上司公

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收到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本报告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信息义务披露人介绍 

公司名称  北京硕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西里403号楼9层908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西里403号楼9层908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莉斐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105MA01TLFA0T 

实际控制人 李丽萍 

持股比例 李丽萍51%；王莉斐49%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咨询；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管理；市场

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

翻译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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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20年7月17日 

联系方式 010-58200081 

2、一致行动人：李丽萍 

姓名 李丽萍 曾用名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信息 
13012419760131****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 

最近五年

任职经历 

2013 年 4 月至今任河北巨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3

年 4 月至今任石家庄市巨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1 年 12 月至今任石家

庄世群物资有限公司监事；2012 年 12 月至 2020 年 9 月任河北巨基投资有限

公司监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体的控制关系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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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硕晟科技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硕晟科技未控制其他企业。 

2、李丽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硕晟科技外，李丽萍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情况如

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石家庄市

巨基商业

管理有限

公司 

2013/4/16 1,000 100% 

市场管理服务；市场信息咨询；

自有商铺房屋的物业服务；房

屋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

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 

河北巨基

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

公司 

2013/4/16 1,000 90% 

农业信息咨询；农业科技、农

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及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瓜果蔬菜、花卉苗木、农

作物的种植及销售；农用机械、

农具、化肥、水产养殖及销售；

家禽养殖及销售，食用农产品

的销售，农机服务；园林绿化、

园林技术服务；草坪盆景的培

育及销售。（法律、法规及国务

院决定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不

得经营；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

项，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王莉斐 
无 执行董事、总经

理 
中国 中国 否 



王利岩 无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为了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相关提案表决等行为中保持一致行动，李丽萍基于

对硕晟科技的信任和支持，2020 年 8 月 5 日，硕晟科技与李丽萍签订《表决权

委托协议》，李丽萍将其持有的恒泰艾普总股份的 3.68%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

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

他权利委托硕晟科技行使。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止。2020 年 8 月 10 日，硕晟科技与李丽萍签订《表决权委托补充协议》，李丽

萍将其持有的恒泰艾普的所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

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硕晟科技

行使，委托期限、委托授权的范围、免责与补偿条款、委托授权的效力、违约责

任等约定与双方在 2020 年 8 月 5 日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保持一致。 

2020 年 9 月，孙伯晖将其所持 35%硕晟科技股权转让给李丽萍，王莉斐将

所持 16%硕晟科技股权转让给李丽萍，本次变更完成后，李丽萍持有硕晟科技

51%股权，成为硕晟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李丽萍、硕晟科技构成一致行动人。 

（六）权益变动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20 年 10 月 15 日，李丽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恒泰艾

普 7,121,200 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1.00%。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硕晟科技和一致行动人李丽萍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06,817,02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00%。2020 年 10 月 15 日，李丽萍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买入上市公司股票，占上市公司

现有总股本的 1%。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113,938,222 股恒泰艾普股份，占恒泰艾普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6.00%。本次权益

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时间 价格区间（元/股） 交易股数（股） 比例（%） 

李丽萍 2020 年 10 5.48-6.08 7,121,200 1.00 



月 15 日 

（七）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于李丽萍的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向其

他第三方募集的情况，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亦

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十五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的《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

行动人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看好上市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认可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4、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信息披露义务人若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