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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保

证向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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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洋科技”）、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普渡科技”）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694551279M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8月27日 

营业期限：2009年8月27日至2029年8月26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760号中楼三楼 

经营范围：研发、销售：计算机软件、硬件，机电控制设备，电力设备，医

疗设备；系统集成；实业投资；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批发、零售：化工原料及

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除食品、药品），工艺美



术品，橡胶制品；其它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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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姓名或名称：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王健 13500 90% 

李凯 1500 10%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王健 无 男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中国 杭州 否 

（二）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姚纳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694551252X 

注册资本：壹仟肆佰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8月27日 

营业期限：2009年8月27日至2029年8月26日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50号创新大厦7楼706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电子产品、计算机

软硬件、机电设备、电力设备、医疗设备、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硬件、机电设备、电力设备、第一类、二类医疗器械；服务：实业投资、

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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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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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姓名或名称：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姚纳新 1305 90% 

姚尧土 145 10%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姚纳新 无 男 
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中国 杭州 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睿洋科技、普渡科技合计持有聚光科

技 148,698,908 股股份，占聚光科技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

442,500,000 股）的 33.60%，自上市以来累计持股变动比例为 5.34%，仍为公司

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一）睿洋科技持股变动 

变动期间 变动前持股 变动股数 变动后持股 股本总数 

持股

比例

(%) 

变动

比例

(%) 

变动原因 

2014.7.3 113,523,200 -2,000,000 111,523,200 445,000,000 25.06 -0.45 集中竞价 

2014.12.11 

-2017.11.23 
111,523,200 -- 111,523,200 452,517,400 24.65 -0.41 

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

划实施 

2018.11.19 

-2019.1.31 
111,523,200 -- 111,523,200 446,109,800 25.00 0.35 

回购公司

股份 

2019.3.21 

-2019.3.22 
111,523,200 -3,017,900 108,505,300 446,109,800 24.32 -0.68 

大宗交易 

2020.6.30 108,505,300 -- 108,505,300 445,809,800 24.34 0.02 
回购公司

股份 

2020.7.22 

-2020.7.27 
108,505,300 -2,300,000 106,205,300 445,809,800 23.82 -0.52 

大宗交易 

2020.12.1 

-2020.12.25 
106,205,300 -- 106,205,300 442,907,400 23.98 0.16 

回购公司

股份 

2020.8.13 

-2020.10.12 
106,205,300 

-4,438,891 
95,397,308 442,907,400 21.54 -2.44 

集中竞价 

-6,369,101 大宗交易 

2021.6.25 

-2021.6.30 
95,397,308 -- 95,397,308 442,500,000 21.56 0.02 

回购公司

股份 

2021.10.26 95,397,308 -4,440,000 90,957,308 442,500,000 20.56 -1.00 大宗交易 

合计 113,523,200 -22,565,892 90,957,308 442,500,000 20.56 -4.95 -- 

 

说明：上述表格中相关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普渡科技持股变动 

变动期间 变动前持股 变动股数 变动后持股 股本总数 

持股

比例

(%)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2014.7.2 

-2014.7.3 
59,741,600 -2,000,000 57,741,600 445,000,000 12.98 -0.45 

集中竞价 

2014.12.11 

-2017.11.23 
57,741,600 -- 57,741,600 452,517,400 12.76 -0.22 

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

划实施 



2018.11.19 

-2019.1.31 
57,741,600 -- 57,741,600 446,109,800 12.94 0.18 

回购公司

股份 

2020.6.30 57,741,600 -- 57,741,600 445,809,800 12.95 0.01 
回购公司

股份 

2020.12.1 

-2020.12.25 
57,741,600 -- 57,741,600 442,907,400 13.04 0.09 

回购公司

股份 

2021.6.25 

-2021.6.30 
57,741,600 -- 57,741,600 442,500,000 13.05 0.01 

回购公司

股份 

合计 59,741,600 -2,000,000 57,741,600 442,500,000 13.05 -0.38 -- 

 

说明：上述表格中相关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以 上 变 动使 信息 披 露义 务 人的 合 计持 股数 由 173,264,800股 降 至

148,698,908股，上市公司总股本由445,000,000股变动至442,500,000股，最终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由38.94%减少至33.60%，累计减少

比例达到5.34%。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权益变动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上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