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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2-170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

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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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一）在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演若

投资”）、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演智投资”）、上海演

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演惠投资”）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6,782,122

股、4,812,583 股、4,574,001 股，分别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4.12%、2.93%、2.78%。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公司股东演若

投资、演智投资、演惠投资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分

别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438,300 股、1,013,000 股、839,000 股，即分别减

持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87%、0.62%、0.51%，自该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

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演若投资、演智投资、演惠投资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5,945,165 股、4,029,921 股、3,792,633 股，分别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3.61%、2.45%、

2.31%。 

（二）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副董事长潘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6%；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丁慧亚女士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6%，其通过演智投资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799,998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49%；公司副总经理缪蕾敏女士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0.06%，其通过演智投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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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44,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7%；公司副总经

理王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6%，其通过

演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19,989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44%。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公司副董事长

潘锐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不超过 25,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2%；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丁慧亚女士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25,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2%，其计划通过演

智投资减持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189,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1%；公司副总经理缪蕾敏女士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25,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2%，其计划通过演智投资减持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93,000 股，即不超

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6%；公司副总经理王涛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25,000 股，即不超过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 0.02%，计划通过演若投资减持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162,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 0.06%；丁慧亚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5,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5%，其通过演智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53,974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40%；缪蕾敏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6%，

其通过演智投资、演惠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72,147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3%；王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6%，

其通过演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25,72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3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一）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演若投资、演智投资、演惠投资分别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36,957 股、782,662 股、781,368 股，合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 1.46%。演若投资、演智投资、演惠投资系员工持股平台，股份来源

为公司 IPO 前取得，其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银河先生未通

过本次减持计划获得任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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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潘锐先生、缪蕾敏女士、王涛先生均未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直接减持公司股份；丁慧亚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直接减持公司股份

25,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2%。 

丁慧亚女士通过演智投资间接减持公司股份 146,024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 0.09%；缪蕾敏女士通过演智投资间接减持公司股份 71,853 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 0.04%；王涛先生通过演若投资间接减持公司股份 94,269 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 0.06%。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收到相关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结果告

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

来源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6,782,122 4.12% 

IPO 前取得：

6,782,122 股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4,812,583 2.93% 

IPO 前取得：

4,812,583 股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4,574,001 2.78% 

IPO 前取得：

4,574,001 股  

潘锐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00,000 0.06% 

其他方式取得：

100,000 股  

丁慧亚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00,000 0.06% 

其他方式取得：

100,000 股  

缪蕾敏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00,000 0.06% 

其他方式取得：

100,000 股  

王涛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00,000 0.06% 

其他方式取得：

1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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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因 

第一组 陈银河 42,592,999 25.90%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第一组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782,122 4.12%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陈银

河控制的企业 

第一组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812,583 2.93%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陈银

河控制的企业 

第一组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574,001 2.78%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陈银

河控制的企业 

 合计 58,761,705 35.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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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海演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836,957 0.51% 
2022/6/23～

2022/11/17  

集中竞价

交易 

115.045－

149.252 
112,868,115.24 未完成：601,343 股 5,945,165 3.61% 

上海演智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782,662 0.48% 
2022/6/23～

2022/11/16  

集中竞价

交易 

115.047－

149.030 
106,642,771.36 未完成：230,338 股 4,029,921 2.45% 

上海演惠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781,368 0.48% 
2022/6/23～

2022/11/16  

集中竞价

交易 

115.040－

148.698 
106,442,210.12 未完成：57,632 股 3,792,633 2.31% 

丁慧亚 25,000 0.02% 
2022/6/24～

2022/6/24  

集中竞价

交易 

130.00－

130.00 
3,250,000 已完成 75,0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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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丁慧亚女士通过演智投资间接减持公司股份 146,024 股，减持比例 0.09%；副总经理缪蕾敏女士通过演智投资间接减持公

司股份 71,853 股，减持比例 0.04%；副总经理王涛先生通过演若投资间接减持公司股份 94,269 股，减持比例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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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