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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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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票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轩慧科技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认购协议书》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认购

协议书》 

主办券商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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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轩慧科技 

证券代码：872358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经济开发区化大街 151

号天山国际创业基地 32号院 

办公地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经济开发区化大街 151

号天山国际创业基地 32号院 

联系电话：0316-3320666 

法定代表人：杨东升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张丹凤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发展迅速，面临着较好发展机遇，为满

足公司市场开拓及业务拓展需求，为公司发展提供充足的保障

和支持，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拓展业务、补充流动资

金需求，来缓解公司经营资金的压力，使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

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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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

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

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

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章程》对股东优先认购权并无限制性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全体股东，杨东升、高淑玲、三河市慧

赢恒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三河市世通恒金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宣布放弃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权，并签署

了《关于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发行为不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

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

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

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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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

及其他经济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

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

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

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

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

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

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等理财产品，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金，

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

股票公开转让。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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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签署协议之日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 10 个转让日的

日均金融资产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

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

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二）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 年

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办

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

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行业协

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

理人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 

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

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

票公开转让。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

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以及符合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累计不超过 35 名，由公司依据认购对

象、认购数量等情况，确定本次股票发行的最终合格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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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向认购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杨东升，公司实际

控制人兼董事常汝光、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韩铁、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张丹凤、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王春雪、公司监事会主

席刘伟、公司监事高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徐震有意向参与本次股票

发行。 

目前杨东升、常汝光、韩铁、张丹凤、王春雪、刘伟、高峰、徐

震尚未与公司签订任何协议，本次股票发行的最终认购对象将以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后与投资人最终确认并签订认购协

议。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0 元/股。 

公司的定价依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2,372,715.77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为 1.25元，201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1412元。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3,082,698.92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26 元，

2017 年 1-3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0.0135 元。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属行业、每股净资产、市

盈率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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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拟发行不超过 6,250,000 股（含 6,250,000 股）人民

币普通股。若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小于 6,250,000 股，以发行对象实际

认购数量为准。 

2、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含 10,000,000.00 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价格

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票发行完成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

情况，不需要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挂牌以来未进行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对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无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它相关规定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进行转让，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设限售安排，新增股份可以一

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无其他自愿限

售安排。 

（七）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 2017 年 11 月 2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

来，未发生过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6,250,000 股（含 6,250,000

股），每股 1.60 元，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000.00 元（含

1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以及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 

2、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和测算过程 

（1）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资本结

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对提高本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抗风险

能力、核心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将带来积极影响。 

（2）本次募集资金的测算过程 

公司近几年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电信宽带业务、有线电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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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业务。从 2016 年度公司业务重心开始转向系统

集成解决方案，重点发展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服务，故本次募集资金

的测算过程中所使用的财务数据均是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业务板块。 

1）流动资金需求测算的方法 

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

合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

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程度。具体来说，流动资金的测算方法如下： 

①确定随收入变动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

存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 

②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③AEA确定需要增加的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的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销售收入×所占销售百分比 

预计的各项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销售收入×所占销售百分比 

④AEA确定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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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期流动资金=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

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期流动资金占

用额 

2）营业收入增长预测 

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系统集成收入为 13,250,696.03 元，公司

2017 年度未经审计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收入为 81,281,802.90 元，增

长率为 503.86%，主要由于公司从 2016 年度考虑到公司整体战略规

划以及发展，公司开始大力发展系统集成业务，2017 年度承接几项

大项目。考虑到公司 2017 年的经营业绩以及公司目前发展规模、行

业的整体发展趋势，预测未来公司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收入每年度增

长率为 20.00%。 

3）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过程 

据上述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及基本假设，未来三年新增流动资

金需求的测算如下： 

单位：元 

指 标 
2017 年（未

审数） 

占收入 

百分比 

2018年（预

测数） 

2019 年 

（预测数） 

2020 年 

（预测数） 

营业务收

入 
81,281,802.90  100.00% 97,538,163.48  117,045,796.18  140,454,955.41  

经营性流

动资产 
     

应收账款 56,612,253.13  69.65% 67,934,703.75  81,521,644.50  97,825,973.40  

预付账款 1,469,804.74  1.81% 1,763,765.69  2,116,518.83  2,539,8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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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

款 
2,312,480.19  2.85% 2,774,976.23  3,329,971.47  3,995,965.77  

存货 5,686,233.40  7.00% 6,823,480.08  8,188,176.10  9,825,811.32  

经营性流

动资产合

计（A） 

66,080,771.46  81.30% 79,296,925.75  95,156,310.90  114,187,573.08  

经营性流

动负债 
     

应付账款 43,246,216.41  53.21% 51,895,459.69  62,274,551.62  74,729,461.95  

预收账款 139,854.45  0.17% 167,825.34  201,390.41  241,668.49  

应付职工

薪酬 
598,250.00  0.74% 717,900.00  861,480.00  1,033,776.00  

应交税费 1,248,467.90  1.54% 1,498,161.48  1,797,793.78  2,157,352.53  

其他应付

款 
2,122,480.79  2.61% 2,546,976.95  3,056,372.34  3,667,646.81  

经营性流

动负债合

计（B） 

47,355,269.55  58.26% 56,826,323.46  68,191,588.15  81,829,905.78  

资金占用

额（A-B） 
18,725,501.91  23.04% 22,470,602.29  26,964,722.75  32,357,667.30  

注：上述财务数据的测算主要基于公司对 2017 年的业务发展和未来市场的估计情况所

进行预测。测算结果不代表公司的盈利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

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经测算，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公司以收入增长率 20.00%

为基础预测 2018 年、2019 年与 2020 年的营业收入，截至 2020 年

末，公司流动资金占用额为32,357,667.30元，减去公司2017年末流

动资金占用额18,725,501.91元，预计到2020年末公司流动资金缺口

为 13,632,165.39 元，出于谨慎原则，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

10,000,00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综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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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

下： 

1、审议《关于审议<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

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8 年

第一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3、审议《关于因发行股票修改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4、审议《关于审议<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5、审议《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6、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上述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本次发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披露日，公司现有在册股东 4 名，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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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发行对象不超过 35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发行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及时向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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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变，本次

定向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改变。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

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 

（二）非现金资产基本信息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不存在以非现金资

产认购的情况。 

（三）本次定向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均将提高，资产

负债率水平将下降，公司的资产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将获得提高，

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

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相关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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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

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

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

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

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没受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没受到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四）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

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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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 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项目经办人：曹雪珊、舒炳权 

联系电话：029-88365830 

传真：029-88365835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号建外 SOHO 东区 A 座 31

层 

单位负责人：刘广斌 

经办律师：王宁、任奕奕 

联系电话：010-58698899 

传真：010-58698899 

（三）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 11 层 11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增刚 

经办注册会计师：魏淑珍、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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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67085873 

传真：010-6708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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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杨东升  常汝光  韩铁  张丹凤  王春雪 

 

全体监事签名： 

 

      

刘伟  徐震  高峰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杨东升  韩铁  张丹凤  王春雪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