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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的更正公告

一、基本情况

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

（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了《公开转让说明书》。根据《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及《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曾经

的董事兼总经理冯露阳、曾经的监事会主席王玺自 2017 年 2月 22 日

正式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截至目前冯

露阳、王玺离职已满半年，因此原有股东限售股份与非限售股份情况

产生变更，故对原《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相关地方进行更新。

二、变更的具体内容

《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二、股票挂牌

情况”之“（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自愿锁定承诺

”部分，公司曾经的董事兼总经理冯露阳、曾经的监事会主席王

玺本次可进入全国股转系统转让的股份数量（股）涉及更新。

更正前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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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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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自愿锁定承诺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

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第 2.8条规定“挂牌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

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

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转让的，该股票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主办券

商为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市初始库存股票除外。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致

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

的公司的股票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本总数的 25%。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龚贺、冯露阳、孙健、龙敏、杜兆伟、颜剑与实际控制人易德财签署了《一

致行动人协议》，系易德财的一致行动人，其签署《自愿股份限售安排》，承诺按

照《业务规则》第 2.8 条规定限售股份。其中冯露阳同时作为离职董事兼总经理，

在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限售到期后履行前述自愿限售的承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股东对其所持股份未作出自愿锁定承诺。

截至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股份公司成立已满一年，公司

现有股东持股情况及本次可进行公开转让的股份数量如下：



公告编号：2017-001

序

号

股东名称

/姓名
职务/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是否存在

质押或冻

结

本次可进入全国

股转系统转让的

股份数量（股）

1 易德财

董事长、董

事会秘书、

实际控制

人

1,612,500 22.7670 否 403,125

2 孔晓明 -- 1,225,000 17.2958 否 1,225,000

3
深圳国科投资

有限公司
-- 1,003,553 14.1692 否 1,003,553

4
新余蜜蜂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 686,800 9.6970 否 686,800

5
莲花县易达科

技创业中心

（有限合伙）

-- 625,000 8.8244 否 208,333 注 1

6 龚贺

董事、总经

理、实际控

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

核心技术

人员

375,000 5.2947 否 93,750

7 王吉亮 -- 300,000 4.2357 否 300,000

8 冯露阳

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

行动人

262,500 3.7062 否 0.00 注 2

9 张向文 -- 200,000 2.8238 否 200,000

10 孙振杰 -- 150,000 2.1179 否 150,000

11 孙健

董事、实际

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

人、核心技

术人员

127,000 1.7931 否 31,750

12 余凯 -- 50,000 0.7060 否 50,000

13 吴可儿 职工监事 30,000 0.4236 否 7,500

14 上官波 监事 16,500 0.2330 否 4,125

15 王玺 -- 16,500 0.2330 否 0.00 注 2

16 姜永洪
核心技术

人员
10,000 0.1412 否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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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龙敏 董事 294,201 4.1538 否 73,550

18 杜兆伟 - 58,840 0.8308 否 19,613

19 颜剑 - 39,227 0.5538 否 13,075

合 计 7,082,621 100.0000 -- 4,271,841

注 1：莲花县易达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合伙）系实际控制人易德财控制的企业，其持有

的 625,000 股按照《业务规则》第 2.8 条规定分三批解除限售。

注 2：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及《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曾经的

董事兼总经理冯露阳、曾经的监事会主席王玺自 2017 年 2 月 22 日正式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

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更正后内容如下：

“（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自愿锁定承诺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

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第 2.8条规定“挂牌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

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

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转让的，该股票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主办券

商为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市初始库存股票除外。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致

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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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

的公司的股票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本总数的 25%。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龚贺、冯露阳、孙健、龙敏、杜兆伟、颜剑与实际控制人易德财签署了《一

致行动人协议》，系易德财的一致行动人，其签署《自愿股份限售安排》，承诺

按照《业务规则》第 2.8 条规定限售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股东对其所持股份未作出自愿锁定承诺。

截至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股份公司成立已满一年，公司

现有股东持股情况及本次可进行公开转让的股份数量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姓名
职务/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是否存在

质押或冻

结

本次可进入全国

股转系统转让的

股份数量（股）

1 易德财

董事长、董

事会秘书、

实际控制

人

1,612,500 22.7670 否 403,125

2 孔晓明 -- 1,225,000 17.2958 否 1,225,000

3
深圳国科投资

有限公司
-- 1,003,553 14.1692 否 1,003,553

4
新余蜜蜂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 686,800 9.6970 否 686,800

5
莲花县易达科

技创业中心

（有限合伙）

-- 625,000 8.8244 否 208,333 注 1

6 龚贺

董事、总经

理、实际控

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

核心技术

人员

375,000 5.2947 否 93,750

7 王吉亮 -- 300,000 4.2357 否 300,000

8 冯露阳

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

行动人

262,500 3.7062 否 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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