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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锦桥电商         证券代码：872705        主办券商：国金证券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之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 进

行了首次信息披露，后按照相关要求，公司对已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

相关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释义”更正前为： 

“…… 

公司、锦桥电商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锦桥有限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易纱国际 指 青岛易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锦桥 指 山东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国投东兴 指 青岛国投东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投厚源 指 青岛国投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资本 指 青岛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城发集团 指 城发集团（青岛）产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东兴 指 潍坊市东兴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新锦联 指 青岛新锦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诺纺织 指 青岛信诺纺织有限公司 

华晨纺织 指 青岛华晨纺织有限公司 

华泰纺织 指 青岛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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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顺置业 指 济宁市德顺置业有限公司 

保信永基 指 青岛保信永基建材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号）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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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所、大华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所、文卓所 指 山东文卓律师事务所 

中联资产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B2B 指 

（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专用

网络或 Internet，进行数据信息的交换、传递，开展交易活

动的商业模式 

SKU 指 

（Stock Keeping Unit 的缩写）是库存量单位，即库存进出

计量的单位，可以是以件，盒，托盘等为单位。现在已经被

引申为产品统一编号的简称，每种产品均对应有唯一的 SKU

号。 

电子商务 指 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 

垂直电子商务 指 在某一行业或细分市场深化运营的电子商务模式 

表观消费量 指 指当年产量加上净进口量（当年进口量减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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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效应 指 

飞轮效应指为了使静止的飞轮转动起来，一开始你必须使很

大的力气，一圈一圈反复地推，每转一圈都很费力，但是每

一圈的努力都不会白费，飞轮会转动得越来越快。当达到一

个很高的速度后飞轮所具有的动量和动能就会很大，使其短

时间内停下来所需的的外力便会很大，便能够克服较大的阻

力维持原有运动。 

……” 

现更正为： 

“…… 

公司、锦桥电商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锦桥有限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易纱国际 指 青岛易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锦桥 指 山东锦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国投东兴 指 

青岛国投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国投东兴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国投东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国投厚源 指 青岛国投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资本 指 青岛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城发集团 指 城发集团（青岛）产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东兴 指 潍坊市东兴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新锦联 指 青岛新锦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诺纺织 指 青岛信诺纺织有限公司 

华晨纺织 指 青岛华晨纺织有限公司 

华泰纺织 指 青岛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德顺置业 指 济宁市德顺置业有限公司 

保信永基 指 青岛保信永基建材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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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号）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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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所、大华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所、文卓所 指 山东文卓律师事务所 

中联资产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B2B 指 

（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专用

网络或 Internet，进行数据信息的交换、传递，开展交易活

动的商业模式 

SKU 指 

（Stock Keeping Unit 的缩写）是库存量单位，即库存进出

计量的单位，可以是以件，盒，托盘等为单位。现在已经被

引申为产品统一编号的简称，每种产品均对应有唯一的 SKU

号。 

电子商务 指 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 

垂直电子商务 指 在某一行业或细分市场深化运营的电子商务模式 

表观消费量 指 指当年产量加上净进口量（当年进口量减出口量） 

飞轮效应 指 

飞轮效应指为了使静止的飞轮转动起来，一开始你必须使很

大的力气，一圈一圈反复地推，每转一圈都很费力，但是每

一圈的努力都不会白费，飞轮会转动得越来越快。当达到一

个很高的速度后飞轮所具有的动量和动能就会很大，使其短

时间内停下来所需的的外力便会很大，便能够克服较大的阻

力维持原有运动。 

……”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图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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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股东基本情况”之“（一）公司股权结构图”，更正前为： 

“…… 

（一）公司股权结构图 

 

……” 

现更正为： 

“…… 

（一）公司股权结构图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明 董云亮 张加庆 国投东兴李丙成 新锦联张卉 张祥玉

27.03% 25.95% 22.7% 13.51%4.32% 3.89%1.73% 0.87%

青岛易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三、公司股权结构图及主

要股东基本情况”之“（二）公司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之“2、前十名股东及持

有 5%以上股份股东基本情况”，更正前为： 

“…… 

2、前十名股东及持有 5%以上股份股东基本情况 

（4）国投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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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东兴成立于 2015年 8月 29日，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青岛国投东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唐岛湾 B组团 52号楼 7-B号网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334167601N 

执行事务合伙人 青岛国投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期限 2015年 8月 29日至 2020年 8月 28日 

成立日期 2015年 8月 29日 

国投东兴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国投资本 货币 5,000 43.48 

2 城发集团 货币 3,270 28.43 

3 潍坊东兴 货币 3,000 26.09 

4 国投厚源 货币 230 2.00 

合计 — 11,500 100.00 

……” 

现更正为： 

“…… 

2、前十名股东及持有 5%以上股份股东基本情况 

（4）国投东兴 

国投东兴成立于 2015年 8月 29日，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青岛国投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国投东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唐岛湾 B组团 52号楼 7-B号网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334067344G 

执行事务合伙人 青岛国投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期限 2015年 8月 29日至 2020年 8月 28日 

成立日期 2015年 8月 29日 

国投东兴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国投资本 货币 5,000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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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发集团 货币 3,270 28.43 

3 潍坊东兴 货币 3,000 26.09 

4 国投厚源 货币 230 2.00 

合计 — 11,500 100.00 

……”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成立以来股本形

成及其变化情况”之“（五）第三次增资”，更正前为： 

“…… 

（五）第三次增资 

2015 年 10 月 25 日，锦桥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 124.96 万元，注册资本由 800万元增至 924.96万元。其中，青岛国投东兴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124.96 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按照实

缴比例认缴增资部分出资的权利。 

2015 年 11月 6 日，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编号为（青崂山）登

记内变字[2015]第 502426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变更。 

本次增资完成后，锦桥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张晓明 货币 250.00 250.00 27.03 

2 董云亮 货币 240.00 240.00 25.95 

3 张加庆 货币 210.00 210.00 22.70 

4 国投东兴 货币 124.96 124.96 13.51 

5 李丙成 货币 40.00 40.00 4.32 

6 新锦联 货币 36.00 36.00 3.89 

7 张卉 货币 16.00 16.00 1.73 

8 张祥玉 货币 8.00 8.00 0.87 

合计 — 924.96 924.96 100.00 

……” 

现更正为： 

“…… 

（五）第三次增资 

2015 年 10 月 25 日，锦桥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 124.96 万元，注册资本由 800 万元增至 924.96 万元。其中，国投东兴认缴

124.96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按照实缴比例认缴增资部分出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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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月 6 日，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编号为（青崂山）登

记内变字[2015]第 502426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变更。 

本次增资完成后，锦桥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张晓明 货币 250.00 250.00 27.03 

2 董云亮 货币 240.00 240.00 25.95 

3 张加庆 货币 210.00 210.00 22.70 

4 国投东兴 货币 124.96 124.96 13.51 

5 李丙成 货币 40.00 40.00 4.32 

6 新锦联 货币 36.00 36.00 3.89 

7 张卉 货币 16.00 16.00 1.73 

8 张祥玉 货币 8.00 8.00 0.87 

合计 — 924.96 924.96 100.00 

 

……”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 “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五、公司股票摘牌情况”，

更正前为： 

“…… 

 “2014年 12 月 23日，公司在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2016 年 2月 2

日，公司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摘牌并解除股权登记托管。” 

……” 

现更正为： 

“…… 

 “2014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在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2016 年 2 月

29日，公司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摘牌并解除股权登记托管。” 

……”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七、关联方、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之“1、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更正前为： 

“…… 

1、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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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额（股） 股权比例（%） 

1 张晓明 3,243,600 27.03 

2 董云亮 3,114,000 25.95 

3 张加庆 2,724,000 22.70 

4 
青岛国投东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21,200 13.51 

 

……” 

现更正为： 

“…… 

1、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额（股） 股权比例（%） 

1 张晓明 3,243,600 27.03 

2 董云亮 3,114,000 25.95 

3 张加庆 2,724,000 22.70 

4 
青岛国投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国

投东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1,200 13.51 

……” 

除上述内容外，《公开转让说明书》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各位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更正后的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更正后）》。 

 

特此公告! 

 

 

青岛新锦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