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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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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

务指南》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

务细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细则》 

《信息披露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细

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票发行方案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

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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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公司、本公司、轩慧科技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 指 
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开源证券、主办券商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

办券商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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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及金额 

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共发行6,25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6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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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股票发行价格在内的股票发行方

案，并提请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获得了股东大会的批准通过。公司

发行价格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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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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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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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为不确定对象的发行，公司向不确定的对象发行股份

6,250,000.00股，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是否为

在册股

东 

是否为公

司董监高 

认购数量

（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

方式 

1 赵玉利 否 否 3,125,000.00  1.60 5,000,000.00  现金 

2 杨东升 是 是 2,380,380.00  1.60 3,808,608.00  现金 

3 常汝光 否 是 150,800.00  1.60 241,280.00  现金 

4 韩铁 否 是 125,000.00  1.60 200,000.00  现金 

5 张丹凤 否 是 74,290.00  1.60 118,864.00  现金 

6 王春雪 否 是 35,290.00  1.60  56,464.00  现金 

7 陈英磐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8 刘海峰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9 琚红英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0 王和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1 朱小峰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2 余洁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3 陈英铿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4 李予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5 杨惠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6 陈丽屏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7 黄美玲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18 李丽莉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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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雪涛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20 刘义新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21 邹炳均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22 梁雁扬 否 否 20,000.00  1.60  32,000.00  现金 

23 高峰 否 是 17,830.00  1.60  28,528.00  现金 

24 徐震 否 是 14,270.00  1.60  22,832.00  现金 

25 刘伟 否 是   7,140.00  1.60  11,424.00  现金 

合计 - - 6,250,000.00 - 10,000,000.00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赵玉利，男，1983年5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3108219830525****，住所为：河北省三河市北城汽车站片城建新村福鼎公司***。

赵玉利已在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三河迎宾南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

户，根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廊坊三河迎宾南路证券营业部2018年2月12日出

具的《新三板投资者适当性证明》，赵玉利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

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杨东升，男，1973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3282119730309****，住所为：河北省三河市南城西区和平斜街***。现为公司

在册股东，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东升已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中山

北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中山北路证券

营业部2018年3月6日出具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证明》，杨

东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常汝光，女，1974年4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2232619740426****，住所为：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供电局仓库商***。

现任公司董事。 

韩铁，男，1972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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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2119721025****，住所为：河北省三河市南城永和区永和院一街***。现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张丹凤，女，1983年7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3108219830721****，住所为：河北省三河市高楼镇大街庄户村***。现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春雪，女，1969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3062119691006****，住所为：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潮白人家小区***。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陈英磐，男，1977年5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050719770520****，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畹町路99弄163号***。陈英磐已在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网信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19日出具的《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

让交易权限证明》，陈英磐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

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的资格。 

刘海峰，男，1988年5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2068419880505****，住所为：江苏省海门市海门街道东恒盛国际公馆***。刘

海峰已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26日出具的《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证明》，刘海峰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

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琚红英，女，1975年7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6232219750724****，住所为：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丰溪街道月湖南路***。琚

红英已在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网

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30日出具的《挂牌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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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公开转让交易权限证明》，琚红英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

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

定向发行的资格。 

王和，男，1967年1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3020319671216****，住所为：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卖鱼路155弄***。王和已在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宁波桑田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国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宁波桑田路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30日出具的《客户查询单》，王和符

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朱小峰，男，1974年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6232219740101****，住所为：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洋口镇苗山村***。朱小峰

已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区人民北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

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区人民北路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26日出具的

《客户查询单》，朱小峰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

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

资格。 

余洁，男，1977年1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2052019771208****，住所为：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西街***。余洁已在网信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海网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3日出具的《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交易

权限证明》，余洁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

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陈英铿，男，1978年7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512119780714****，住所为：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华美庄建信大厦***。

陈英铿已在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直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

据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直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2018年2月1日出具的《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投资者申报证明》，陈英铿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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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

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李予，男，1971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1070319710321****，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深圳湾段2269号***。

李予已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车公庙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

户，根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车公庙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29日

出具的《客户账户情况查询说明》，李予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

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杨惠，女，1982年5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3060219820508****，住所为：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新胜社区居委会***。杨

惠已在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网信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29日出具的《新三板合格投

资者证明》，杨惠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

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陈丽屏，女，1979年1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528119791201****，住所为：广东省普宁市流沙西街道平湖园寨后庄***。陈

丽屏已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流沙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流沙证券营业部2018年2月27日出具的《证明》，陈丽屏符

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黄美玲，女，1974年8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61042319740804****，住所为：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中张镇王浩村***。黄美玲

已在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网信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2018年1月5日出具的《挂牌公司股票公开

转让交易权限证明》，黄美玲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

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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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资格。 

李丽莉，女，1962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080319620316****，住所为：广东省增城市荔城街富安路***。李丽莉已在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三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三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客户查询单》，李丽莉符

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刘雪涛，女，1986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3063419861002****，住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北寨村西一街***。刘

雪涛已在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长江道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长江道证券营业部2018年2月5日出具的《关于刘雪涛的

新三板权限查询说明》，刘雪涛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

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

发行的资格。 

刘义新，男，1983年4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182719830407****，住所为：广东省清新县禾云镇板坑村委会新田村***。刘

义新已在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广州江南大道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广州江南大道证券营业部2018年2月5日出具的《挂牌公司

股票公开转让交易权限证明》，刘义新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

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

定向发行的资格。 

邹炳均，男，1975年1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078219751122****，住所为：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同德二路***。邹炳均

已在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广州江南大道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广州江南大道证券营业部2018年2月5日出具的《挂牌公司股票

公开转让交易权限证明》，邹炳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

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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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行的资格。 

梁雁扬，男，1977年7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010219770714****，住所为：广州市海珠区南贤大街***。梁雁扬已在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流沙证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根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普宁流沙证券营业部2018年3月5日出具的《证明》，梁雁扬符合《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等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具备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资格。 

高峰，男，1980年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3302919800211****，住所为：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故城镇新庄村***。现任公

司监事。 

徐震，男，1977年6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7233019770614****，住所为：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地勘局探矿院***。现

任公司监事。 

刘伟，男，1982年7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13108219820726****，住所为：河北省三河市高楼镇北黄辛庄村***。现任公司

监事。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等

文件的内容，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信

用 中 国 网 站 （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

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平台（http://shixin.court.gov.cn/）、廊坊市环境保护局（http://www.lfhb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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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http://www.lfsfda.gov.cn/）等网站，公司（包括公

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

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经营异常名录信

息、行政处罚信息、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以及环保、食品药

品、产品质量领域严重失信者名单等不良信用记录名单。 

3、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杨东升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杨东升为股东三河市世通恒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股东三河市慧赢

恒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常汝光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杨东升为夫妻关系。公司股东高淑玲

与杨东升为母子关系，与常汝光为婆媳关系。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韩铁为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张丹凤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本次

股票发行对象王春雪为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高峰为公司监事。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徐震为公司监事。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刘伟为公司监事。本次股

票发行对象陈英磐与陈英铿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其他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

象与公司以及公司其他在册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的合格投资者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为50,000,000股。杨东升直接持有公司38,500,0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7.00%，同时，杨东升通过控制股东三河市世通恒金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控制公司10.00%的股权，通过控制公司股东三河市慧赢

恒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控制公司10.00%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97.00%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杨东升和常汝光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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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光并未直接控制公司的股份，二人合计控制公司的股份数为48,500,0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97.00%，同时，杨东升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汝光担任公

司董事。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为56,250,000股。杨东升直接持有公司40,880,38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2.68%，同时，杨东升通过控制股东三河市世通恒金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控制公司8.89%的股权，通过控制公司股东三河市慧赢

恒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控制公司8.89%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90.46%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杨东升和常汝光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常

汝光直接持有公司150,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7%，二人合计控制公司的

股份数为51,031,1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0.72%。同时，杨东升担任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常汝光担任公司董事。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杨

东升和常汝光。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年12月26日第96号令《关于修改〈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

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中国证监会

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根据中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

记日2018年1月19日，公司共有在册股东4名，其中包括2名自然人股东和2名合伙

企业股东。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8名，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

人，符合《管理办法》中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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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在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燕郊支行（下称“沧州银行燕郊支行”）开立

了监管账户，并与主办券商、沧州银行燕郊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

控制制度——《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

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

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了专

门账户，并与主办券商、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业已建立

了《轩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等相关

要求。 

（八）本次发行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反稀释、回购等特殊条

款约定情况 

本次发行中，公司未通过《认购合同》与发行对象约定业绩承诺及补偿、反

稀释、股份回购等特殊条款。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

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

况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股东性质 

1 杨东升 38,500,000 77.00 38,500,000 -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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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股东性质 

2 高淑玲 1,500,000 3.00 1,500,000 - 自然人 

3 

三河市世通恒金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5,000,000 10.00 5,000,000 - 合伙企业 

4 

三河市慧赢恒信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5,000,000 10.00 5,000,000 - 合伙企业 

合计 50,000,000 100.00 50,000,000 - - 

2、本次发行后，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股东性

质 

1 杨东升 40,880,380 72.68 40,285,285 595,095 自然人 

2 赵玉利 3,125,000 5.56 - 3,125,000 自然人 

3 

三河市世通恒金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5,000,000 8.89 5,000,000 - 合伙企业 

4 

三河市慧赢恒信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5,000,000 8.89 5,000,000 - 合伙企业 

5 高淑玲 1,500,000 2.67 1,500,000 - 自然人 

6 常汝光 150,800 0.27 113,100 37,700 自然人 

7 韩铁 125,000 0.22 93,750 31,250 自然人 

8 张丹凤 74,290 0.13 55,718 18,572 自然人 

9 王春雪 35,290 0.06 26,468 8,822 自然人 

10 陈英磐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11 刘海峰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12 琚红英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13 王和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14 朱小峰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15 余洁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16 陈英铿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17 李予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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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股东性

质 

18 杨惠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19 陈丽屏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20 黄美玲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21 李丽莉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22 刘雪涛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23 刘义新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24 邹炳均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25 梁雁扬 20,000 0.04 - 20,000 自然人 

26 高峰 17,830 0.03 13,373 4,457 自然人 

27 徐震 14,270 0.03 10,703 3,567 自然人 

28 刘伟 7,140 0.01 5,355 1,785 自然人 

合计 56,250,000 100.00 52,103,752 4,146,248 -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

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持股的变动情况 

1、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 - 632,795 1.12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除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外） 

- - 68,453 0.12  

3、核心员工（除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外） 

- - - - 

4、其它 - - 3,445,000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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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合计 
- - 4,146,248 7.37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38,500,000 77.00 40,398,385 71.82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除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外） 

- - 205,367 0.37 

3、核心员工（除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外） 

- - - -    

4、其它 11,500,000 23.00 11,500,000 20.44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合计 
50,000,000 100.00 52,103,752 92.63 

总股本 50,000,000 100.00 56,250,000 100.00 

2、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

记日2018年1月19日，公司共有在册股东4名，其中自然人股东2名自然人股东和2

名合伙企业股东。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新增股东24名，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28名，其中包括26名自然人股东和2名合伙企业股东。 

3、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10,000,000.00元。以公司截至2016年12月

31日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模拟数据测算，本次定向发行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如

下： 

项目 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 

影响数 发行后 

总资产（元） 129,646,562.84 10,000,000.00 139,646,562.84 

净资产（元） 62,372,715.77 10,000,000.00 72,372,715.77 

负债（元） 67,273,847.07 - 67,273,8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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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 

影响数 发行后 

股本（元） 50,000,000.00 6,250,000.00 56,250,000.0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流动资产将进一

步增加，短期偿债能力有所增强。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程度的提

高，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

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4、发行前后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宽带接入业务、数字电视业务以及系统集成

业务。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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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专注公司主营业务，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的业务结构在本次股票发行前后未发生变化。 

5、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杨东升和常汝光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杨东升直接

持有公司38,5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7.00%，同时，杨东升通过控制股

东三河市世通恒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控制公司10.00%的股权，通过

控制公司股东三河市慧赢恒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控制公司10.00%

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97.00%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常汝光并未直接控制公

司的股份，二人合计控制公司的股份数为48,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7.00%，

同时，杨东升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汝光担任公司董事。 

本次发行后，杨东升直接持有公司40,880,38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2.68%，

同时，杨东升通过控制股东三河市世通恒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控制

公司8.89%的股权，通过控制公司股东三河市慧赢恒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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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控制公司8.89%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90.46%的股权。常汝光直接持有公

司150,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7%，二人合计控制公司的股份数为

51,031,1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0.72%，同时，杨东升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常汝光担任公司董事。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杨东升和常

汝光。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发行前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

况 

编

号 
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

股比例

（%）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

持股比

例（%） 

1 杨东升 董事长、总经理 38,500,000 77.00 40,880,380 72.68 

2 常汝光 董事 - - 150,800 0.27 

3 韩铁 董事、副总经理 - - 125,000 0.22 

4 张丹凤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 - 74,290 0.13 

5 王春雪 董事、财务总监 - - 35,290 0.06 

6 高峰 监事 - - 17,830 0.03 

7 徐震 监事 - - 14,270 0.03 

8 刘伟 监事 - - 7,140 0.01 

合计 38,500,000 77.00 41,305,000 73.43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发行完成后的变化情况，见下表：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5 年度 
2016年度 2016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72 0.1412 0.1176 

净资产收益率(%) 15.09 10.69 8.6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8768 0.3991 0.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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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股） 1.25 1.25 1.2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1.33 51.88 48.17 

流动比率（倍） 0.13 0.32 0.47 

速动比率（倍） 0.03 0.08 0.23 

注：本次发行后相关财务指标系以 2016 年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并考虑

本次发行对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测算。 

（四）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发行后挂牌公司债务或者或

有负债的变化 

本次发行股份由认购对象以现金形式认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

形。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根据《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合同》及《股

票发行认购公告》，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杨东升、常汝光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2.8

条规定进行限售。同时，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杨东升、常汝光、韩铁、张丹凤、

王春雪、高峰、徐震、刘伟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票应按照《公司法》第142条规定进行限售。除法定限售安排外，本次发

行对象无其他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承诺。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一）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轩慧科技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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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公司不存在违反《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及其他违规行为。 

（三）轩慧科技在申请挂牌、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四）轩慧科技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

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

结果合法合规。 

（六）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合理、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

果合法有效。 

（七）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八）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九）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进行处理。 

（十）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及股票认购

对象均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定义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

募投资基金，无须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十一）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

安排代他人持有轩慧科技股份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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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三）轩慧科技本次发行的股票不存在自愿限售安排，合法有效。 

（十四）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与公司签署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未涉及对赌

协议和估值调整条款，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五）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六）公司（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

实施股票发行的情形。 

根据上述事实和分析，主办券商认为，轩慧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发行业务细则（试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发行程序、信息披露及发行结

果均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

性的意见 

（一）公司系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非

上市公众公司，符合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条件。 

（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符合《管理办

法》规定的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合法、合规。 

（四）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已获得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并完成了验资程

序；公司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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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真实有效，协议内容不涉及对赌、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

殊条款，对公司及发行对象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公司本次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发行业务细则》、《公司章

程》等的相关规定，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七）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 

（八）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股份。 

（九）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中均不存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

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程序。 

（十）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十三）本次股票发行关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合法、合规。 

（十四）公司（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十五）公司自2017年10月30日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出具的股转系统

函以来，未发生过募集资金行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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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四）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认购合同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七）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八）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