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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鼎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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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更正概览

商丘市鼎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2020年年度报告》。

二、议案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6月 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以前年度报告的议案》。

三、本次更正涉及的主要内容

1、“第五节 股份变动、融资和利润分配”之“一、普通股股本情况”之“（二）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二）实际控制人

情况”、“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情况”之“（二）持股情

况”中王奇的期末持股数由 17,633,798变更为 17,627,898股，持股比例由 20.04%

变更为 20.03%，期末持有无限售持股由 4,408,449股变更为 4,402,549股。

2、“第五节 股份变动、融资和利润分配”之“一、普通股股本情况”之“一、

普通股股本情况”进行变更。

变更前：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

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无限售股份总数 34,141,397 40.17% 750,000 34,891,397 39.6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15,891,911 18.7% 625,000 16,516,911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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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股

份

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1,060,954 1.25% 125,000 1,185,954 1.35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858,603 59.83% 2,250,000 53,108,603 60.3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47,675,741 56.09% 1,875,000 49,550,741 56.31

董事、监事、高

管

3,182,862 3.74% 375,000 3,557,862 4.04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85,000,000 - 3,000,000 88,000,000 -

变更后：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4,141,397 40.17% 750,000 34,891,397 39.6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5,891,911 18.7% 625,000 16,511,011 18.76%

董事、监事、高管 1,060,954 1.25% 125,000 1,185,954 1.35%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858,603 59.83% 2,250,000 53,108,603 60.3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47,675,741 56.09% 1,875,000 49,550,741 56.31%

董事、监事、高管 3,182,862 3.74% 375,000 3,557,862 4.04%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85,000,000 - 3,000,000 88,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0

3、“第八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中增加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一、监事会主席田卫华之女刘颖的相关关联方，增加的关联方与公司未

发生任何交易。同时，将王奇持股比例由“20.04%”变更为“20.03%”；关联方

商丘市惠达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关联关系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王奇持有 7.75%股权”变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董事会

秘书、财务负责人王奇持有 15.50%股权”。

变更前：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卜二库 本公司股东、董事长，持股比例 22.86%

王奇 本公司股东、董事，持股比例 20.04%

刘清华 本公司股东、监事，持股比例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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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卫华 本公司股东、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 14.60%

赵学书 本公司股东，董事，持股比例 4.77%

王绵礼 本公司股东、董事，持股比例 0.49%

陈春东 本公司董事

刘孝安 本公司职工监事

商丘市兴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股东，持股比例 7.43%

商丘市顺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股东，持股比例 6.97%

商丘市信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股东，持股比例 5.14%

洪湖市鼎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清华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商丘市惠达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清华持股 35.66%，任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王奇持有 7.75%股
权，任副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总经理卜二库持有 7.75%股权，任董事职务。

北京同方达建材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卫华持有 80%股权，担任
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
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王奇持有 10%
股权，担任监事。

上海鲸唇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总经理卜二
库之子卜玄持股 10%，任监事。

常州天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总经理卜二
库之子卜玄持股 10%

上海卓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卫华之女刘颖持股
30%，任监事职务。

洪湖市鼎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刘清华 2020 年 5 月之
前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洪湖市鼎新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刘清华 2020 年 5 月之
前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

变更后：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卜二库 本公司股东、董事长，持股比例 22.86%

王奇 本公司股东、董事，持股比例 20.03%

刘清华 本公司股东、监事，持股比例 17.58%

田卫华 本公司股东、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 14.60%

赵学书 本公司股东，董事，持股比例 4.77%

王绵礼 本公司股东、董事，持股比例 0.49%

陈春东 本公司董事

刘孝安 本公司职工监事

商丘市兴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股东，持股比例 7.43%

商丘市顺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股东，持股比例 6.97%

商丘市信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公司股东，持股比例 5.14%

洪湖市鼎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清华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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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惠达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清华持股 35.66%，任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王奇持有 15.50%
股权，任副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总经理卜二库持有 7.75%股权，任董事
职务。

北京同方达建材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卫华持有 80%股权，担任
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
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王奇持有 10%
股权，担任监事。

上海鲸唇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总经理卜二
库之子卜玄持股 10%，任监事。

常州天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总经理卜二
库之子卜玄持股 10%

上海卓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卫华之女刘颖持股
30%，任监事职务。

上海卓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监事会主席田卫华之
女刘颖持股 30.00%

杭州碧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监事会主席田卫华之
女刘颖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上海卓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监事会主席田卫华之
女刘颖担任监事

杭州心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监事会主席田卫华之
女刘颖持股 85.00%，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上海冰土信息技术中心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监事会主席田卫华之
女刘颖持股 100.00%

浙江黑樽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监事会主席田卫华之
女刘颖持股 15.00%

洪湖市鼎新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刘清华 2020 年 5 月之
前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洪湖市鼎新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刘清华 2020 年 5 月之
前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

四、其他相关说明

除以上更正外，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由此给投资

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商丘市鼎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