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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045        证券简称：清众科技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山西清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18年度半年度报告之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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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带法律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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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清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5日披露了 2018年度半年度报告的公告。经事后审核发现，原公

告部分内容需进行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更正前：第四节、重要事项，一、是否存在普通股股票发行

事项，公司填列为否。 

更正后：第四节、重要事项，一、是否存在普通股股票发行事项，

公司填列为是。同时，第四节、重要事项，二、（五）告期内的普通

股股票发行情况： 

发行方案公告时间 
新增股票挂牌转

让日期 

发行

价格 
发行数量 募集金额 

募集资金用途 

（请列示具体用途） 

2017 年 10 月 27 日 2018年 4月 23日 1.8 14,338,000 25,808,400 补充流动资金 

2017 年度公司进行了一次股票发行。2017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7

年 11 月 13 日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收到股转系统《关于山西清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

函》（股转系统函[2018]750 号），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投资人张伟建、闫广宏、张金鑫 3 名，公司

原股东 4 名，分别为王庆生（公司董事长）、周瑶（公司监事会主席）、闫国玉（原系公司董事

2017 年 1 月辞职）、李圣洁。以及王磊、昝志慧、吴军红、范军俊、张彬、裴雪琴、王庆伟、赵

志龙、郭强、王艳艳、阎东军、邱鹏飞、董于杰、张翠芳、董泽斌、李瑞、卫建华、崔亚琦、丁

大盛、张跃、梁双龙、任晓宇、宋亚珍、陈哲、候鑫斌、闫海清、高志熙、闫俊英、王海艳 29 名

核心员工。同时，高志熙（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闫俊英（董事、副总经理）和王海艳（财

务负责人）还系管理层。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80 元，发行股份数量 14,338,000 股，

募集资金人民币 25,808,400 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25,808,400 元。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山西清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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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该函显示我公司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已经确认，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完成全部股份登记工

作。 

二、更正前：第六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情

况，二、员工情况，（二）核心人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核心员工： 

姓名 岗位 期末普通股持股数量 

闫俊英 董事、副总经理 500,000 

高志熙 董事、副总经理 275,000 

梁双龙 监事会主席、战略发展部经理 400,000 

王海艳 财务负责人 2,700,000 

张跃 市场总监 300,000 

张彬 市场总监 330,000 

裴雪琴 采购部经理 220,000 

郭强 行业经理 160,000 

闫海清 综合部经理 450,000 

阎东军 产品部经理 160,000 

赵志龙 市场总监 150,000 

李瑞 市场总监 150,000 

董泽斌 市场总监 150,000 

王庆伟 项目总监 100,000 

范军俊 技术支撑二部经理 70,000 

董于杰 技术总监 60,000 

王艳艳 行业经理 50,000 

吴军红 业务员 50,000 

任晓宇 技术支撑一部经理 50,000 

郝忠凯 项目经理 0 

张翠芳 出纳 45,000 

崔亚琦 总账会计 40,000 

丁大盛 产品经理 40,000 

昝志慧 行业经理 60,000 

陈哲 项目开发部经理 60,000 

候鑫斌 项目经理 28,000 

邱鹏飞 北京子公司总经理 150,000 

卫建华 项目经理 30,000 

宋亚珍 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部经理 50,000 

更正后：第六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情况，

二、员工情况，（二）核心人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核

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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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岗位 期末普通股持股数量 

闫俊英 董事、副总经理 500,000 

高志熙 董事、副总经理 275,000 

梁双龙 监事会主席、战略发展部经理 400,000 

王海艳 财务负责人 270,000 

张跃 市场总监 300,000 

张彬 市场总监 330,000 

裴雪琴 采购部经理 220,000 

郭强 行业经理 160,000 

闫海清 综合部经理 450,000 

阎东军 产品部经理 160,000 

赵志龙 市场总监 150,000 

李瑞 市场总监 150,000 

董泽斌 市场总监 150,000 

王庆伟 项目总监 100,000 

范军俊 技术支撑二部经理 70,000 

董于杰 技术总监 60,000 

王艳艳 行业经理 50,000 

吴军红 业务员 50,000 

任晓宇 技术支撑一部经理 50,000 

郝忠凯 项目经理 0 

张翠芳 出纳 45,000 

崔亚琦 总账会计 40,000 

丁大盛 产品经理 40,000 

昝志慧 行业经理 60,000 

陈哲 项目开发部经理 60,000 

候鑫斌 项目经理 28,000 

邱鹏飞 北京子公司总经理 150,000 

卫建华 项目经理 30,000 

宋亚珍 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部经理 50,000 

现予以更正。 

除上述更正外，山西清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半年度报告

的公告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山西清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

半年度报告公告与本公告同时刊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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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清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