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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 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北京约瑟创享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约

瑟创享”） 

法定代表人 陈九霖 

设立日期 2014年 8月 4日 

注册资本 23,500,00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55

号 3层 01-A280 

邮编 10080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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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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主要业务 
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

术咨询、技术开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06751229P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陈九霖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否 

 

（二） 自然人填写 

姓名 朱荣芬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5年 6月 17日至 2016

年 2月 23日任广西新生

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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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月 24日至 2018

年 6月 16日任广西新生

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总

经理；2018年 6月 17日

至今，任广西新生活后勤

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18年 6月 22日

至今，任广西新生活后勤

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8年 6月 22

日至 2019年 3月 6日任

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物业服务、护工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柳州市柳东新区初阳路

19号 A区厂房 2栋 1层

202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广西新生活

后勤服务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37.69%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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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姓名 熊静明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5年 6月 17日至 2016

年 2月 23日任广西新生

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16年 2月 24日至今任

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6年 3月 3日至 2018

年 12月 5日任广西新生

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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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5年 11月 26日至今任

柳州市高新区雪兰酒行

法人。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物业服务、护工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柳州市柳东新区初阳路

19号 A区厂房 2栋 1层

202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广西新生活

后勤服务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16.38%股份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姓名 周绍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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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5年 6月 17日至 2018

年 6月 16日任广西新生

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8年 6月 17日至 2019

年 1月 28日任广西新生

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2018年 6月

22日至 2019年 1月 28日

任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2019年 1月 25

日至 2020年 6月 21日任

广西麦新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法人、经理,执行董

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无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无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无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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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姓名 黄水莲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5年 6月 17日至今任

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物业服务、护工服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柳州市柳东新区初阳路

19号 A区厂房 2栋 1层

202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广西新生活

后勤服务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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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朱荣芬持有广西新生活后勤服

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7.69%股

份；熊静明持有广西新生活后勤

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6.38%

股份；周绍琼持有广西新生活后

勤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 8.19%

股份；黄水莲持有广西新生活后

勤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 8.19%

股份；北京约瑟创享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广西新生活后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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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股份 

周绍琼、黄水莲为夫妻关系。 

资产关系 无 无 

业务关系 无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无 无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朱荣芬、周绍琼、黄水莲；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3、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三年自 2020年 6月 23日至 2023年

6月 22日； 

4、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公司股东朱荣芬、熊静明、约瑟创享三方于 2018 年 7 月 15 日

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原《股东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成为一致行动人。根据“原《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结合公司

的股权结构、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构成情况分析，朱荣芬、熊静

明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约瑟创享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2020年 6月 23，朱荣芬、熊静明、约瑟创享经充分协商，签署了《股

东一致行动解除协议》，约定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各方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熊静明不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约瑟创享也不再是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2020年 6月 23日，股东朱荣芬、周绍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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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水莲签署了新的《股东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新《股东一致

行动协议》”），约定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并约定“甲乙丙

三方同意在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

在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方面始终保持一致行动。”“……若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以一致行动协议中所持股份最多的股东意见为准。”截至

2020年 6月 23日， 朱荣芬持有公司股份 12,405,084股，持股比例

为 37.6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最多，且朱荣芬担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因此

自“新《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签订后，朱荣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周绍琼、黄水莲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二、 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 
朱荣芬 

股份名称 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

向 
-- 

权益变动/拟

变动时间 
2020年 6月 23日 

拥有权益的 合计拥有权 直接持股 12,405,084股，占比 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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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前） 

益

17,795,612

股，占比

54.07%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5,390,528股，占比 16.38%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48,903股，占比

13.5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346,709股，占比

40.56%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17,795,612

股，占比

54.07% 

直接持股 12,405,084股，占比 37.6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拥有权益 5,390,528股，占比

16.38%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70,351股，占比

19.6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25,261股，占比

34.41% 

本次权益变

动所履行的

相关程序及

具体时间（法

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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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

务人 
熊静明 

股份名称 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

向 
减持 

权益变动/拟

变动时间 
2020年 6月 23日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17,795,612

股，占比

54.07% 

直接持股 5,390,528股，占比 16.3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2,405,084股， 

占比 37.69%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48,903股，占比

13.5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346,709股，占比

40.56%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5,390,528

股，占比

16.38% 

直接持股 5,390,528股，占比 16.3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00% 

所持股份性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47,632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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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益变动

后） 

4.09%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042,896股，占比

12.29% 

本次权益变

动所履行的

相关程序及

具体时间（法

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北京约瑟创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

向 
减持 

权益变动/拟

变动时间 
2020年 6月 23日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17,795,612

股，占比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7,795,61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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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 占比 54.07%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48,903股，占比

13.5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346,709股，占比

40.56%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0股，占

比 0.0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00%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00% 

本次权益变

动所履行的

相关程序及

具体时间（法

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周绍琼 

股份名称 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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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

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

变动时间 
2020年 6月 23日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5,390,528

股，占比

16.38% 

直接持股 2,695,264股，占比 8.1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695,264股， 

占比 8.19%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69,080股，占比

10.2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1,448股，占比

6.14%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17,795,612

股，占比

54.07% 

直接持股 2,695,264股，占比 8.1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拥有权益 15,100,348股，占比

45.88%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70,351股，占比

19.6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25,261股，占比

34.41% 



公告编号：2020-049 

本次权益变

动所履行的

相关程序及

具体时间（法

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信息披露义

务人 
黄水莲 

股份名称 广西新生活后勤服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

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

变动时间 
2020年 6月 23日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5,390,528

股，占比

16.38% 

直接持股 2,695,264股，占比 8.1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695,264股， 

占比 8.19%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69,080股，占比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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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1,448股，占比

6.14%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比例（权益变

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17,795,612

股，占比

54.07% 

直接持股 2,695,264股，占比 8.1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00% 

一致行动拥有权益 15,100,348股，占比

45.88% 

所持股份性

质（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70,351股，占比

19.6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25,261股，占比

34.41% 

本次权益变

动所履行的

相关程序及

具体时间（法

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无 

 

三、 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 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

变动方式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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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选）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0 年 6 月 23 日，朱荣芬、熊静明、北京约瑟创享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三方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解除协

议》，同日股东朱荣芬、周绍琼、黄水莲签署了新的

《股东一致行动协议》，使得新生活一致行动人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一致行动人由朱荣芬、熊静明、

北京约瑟创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朱荣芬、周绍

琼、黄水莲，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由

朱荣芬、熊静明变更为朱荣芬。 

 

（二） 权益变动目的 

《股东一致行动解除协议》及新的《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

为各方协商一致的自愿行为，导致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生变动。 

四、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朱荣芬、熊静明、北京约瑟创享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周绍琼、黄水莲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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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 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年 6月 23日，朱荣芬、熊静明、约瑟创享经充分友好协商

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解除协议》，约定“《股东一致行动协议》解除

后，各方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中，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思表示行使

提案权和表决权等权利”。 

2020年 6月 23日股东朱荣芬、周绍琼、黄水莲签署的《股东一

致行动协议》，约定“1、甲乙丙三方同意在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

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在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方面始终保

持一致行动。”“2、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

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

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3、甲乙丙三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任

一方拟就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

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

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若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时，以一致行动协议中所持股份较多的股东意见为准。” 

六、 其他重大事项 

（一）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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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

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公司将尽快为新增一致行动人周绍琼、黄水莲所持有的股份办理

限售手续，自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限售 12 个月。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2018年 7月 15日朱荣芬、熊静明、北京约瑟创享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东一致行动协议》。 

（二）2020年 6月 23日朱荣芬、熊静明、北京约瑟创享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东一致行动解除协议》。 

（三）2020年 6月 23日朱荣芬、周绍琼、黄水莲签署的《股东

一致行动协议》。 

    （四）截止 2020年 6月 23日全体股东名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朱荣芬、熊静明、周绍琼、黄水莲身份证，北京约

瑟创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020年 6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