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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方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

司、第一人居 
指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人居工程  第一摩码人居建筑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章程 指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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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购人 指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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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

行、 本次定向发行 
指 

第一人居向不超过 35 名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不超过

2,897,752 股股票之行为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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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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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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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First MOMɅ Human Environment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证券简称 第一人居 

证券代码 8727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18355370P 

法定代表人 张鹏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7 年 6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038.6016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青云里满庭芳园小区配套公建三层 306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香河园路一号万国城 10 号楼 3 层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

露负责人 
庞丽娟 

公司电话 010-84388009 

公司传真 010-84407771 

电子邮箱 konglongyihao@126.com 

邮政编码 100028 

公司网址 http://www.airdino.com.cn 

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流程人居环境解决方案的服务商，

提供绿色建筑技术咨询、人居环境科技产品研发、销售及机电安装

业务。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以满足公司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保证公司规模持续增长。具体资金使用情况详

见本节之“（七）募集资金用途”。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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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为确定对象的定向发行。 

（1）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及拟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本次定向增发认购股

份数（股） 

本次定向增发总认

购价款（元） 

认购 

方式 

1 
北京华本联合仁达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038,421 10,000,000 现金 

2 
嘉兴绿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38,421 10,000,000 现金 

3 贾岩 300,516 2,893,970 现金 

4 潘凤伟 161,671 1,556,892 现金 

5 邵兵华 167,378 1,611,851 现金 

6 柳明一 75,129 723,493 现金 

7 庞丽娟 75,129 723,493 现金 

8 王嘉 18,261 175,854 现金 

9 史义军 11,413 109,908 现金 

10 王燕平 11,413 109,908 现金 

合计 - 2,897,752 27,905,369 -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贾岩、潘凤伟、邵兵华、柳明一、庞丽娟、王嘉、史义

军、王燕平为公司现有股东，北京华本联合仁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绿

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新增投资者。 

（2）新增投资者基本情况 

①北京华本联合仁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华本联合仁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2 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1MA019PK100，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

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 座 119，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华本联合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委派李素琴为代表），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7 年 10 月 23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华本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完成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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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并公示，其登记编号为 P1065541，管理

基金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 北京华本联合仁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由北京华本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已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并公示， 基金编号为 SCS301， 

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②嘉兴绿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绿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4023553589766，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3 号楼 106 室-3，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嘉兴绿民投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姚远），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

管理。 

嘉兴绿民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完成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并公示，其登记编号为 P1022674，

管理基金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 嘉兴绿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是由嘉兴绿民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已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并公示， 基金

编号为 SE3941。 

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投资者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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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3）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嘉兴绿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雷间接控制的企业。 

2、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第三章“股份”之第二节“股份增减和回购”约定，公司定向

发行股票，原股东无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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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63 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2.23 元/股，公司自挂

牌以来尚未发生交易，无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 9.63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

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方式：定向发行 

3、发行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2,897,752 股，（含 2,897,752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27,905,369 元（含 27,905,369 元）。 

（五）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的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进行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认购

的股份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不需对发行数量和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北京华本联合仁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绿智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自愿锁定承诺；自然人股东贾岩、潘凤伟、

邵兵华、柳明一、庞丽娟、王嘉、史义军、王燕平作出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本人作为第一人居挂牌前股东及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基于对公司股份

目前价值的判断以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预期，同时为增强投资人信心，

增加第一人居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本人自愿对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登记之日本人

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包含本承诺函签署日后因该等股份产生的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新增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申请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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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并作出如下承诺： 

1、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在遵守法律法规以及股转系统有关股份限售规

定的基础上，本人持有第一人居的标的股份将按照下述约定分批解除限售，第一

人居有权按照下述约定对标的股份进行解除限售的安排： 

（1）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登记之日起至满 36 个月之后，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本人持有公司标的股份总股数的 50％； 

（2）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登记之日起至满 48 个月之后，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本人持有公司标的股份总股数的 25％； 

（3）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登记之日起至满 60 个月之后，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本人持有公司标的股份总股数的 25％。 

2、自愿限售期内，本人承诺除非符合本承诺函中本人承诺的解除限售约定，

否则本人不会就标的股份提出任何解除转让限制的申请；同时，本人授权第一人

居对标的股份进行限售转让的操作，以使标的股份处于限售状态。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是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不超过2,500万元， 其余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具体用途详见下表：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具体额度（万元） 

1 

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2500 

工程款结算 2200 

职工薪酬 270 

日常费用开支 30 

2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90 

（1）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必要性 

第一摩码人居建筑工程（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要业

务为机电安装业务，主要包括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

非标准钢结构件的制作、安装。人居工程2017年营业收入为 9,127,334.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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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合并营业收入的31.08%；净利润为-556,501.84 元，占合并净利润-12.16%。人

居工程2018年1-6月份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8,976,756.22元，占公司未经审计的

合并营业收入43.36%，发展十分迅速。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拓展，公司拟将本

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2,500万元用于增加全资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现在的

500万元增至3,000万元。 

人居工程具体资金需求分析如下： 

截至2018年6月30日，人居工程在执行采购合同金额合计39,787,342.11元，

其中未付款金额合计28,525,425.19元。人居工程采购合同大多为工程安装合同，

安装合同工期较长，付款计划期限较长，因此累计未付款金额较大。同时，人

居工程2018年1-6月份项目回款为5,641,748.00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货币资金

为5,507,908.96元（未经审计），资金缺口为23,017,516.23元，为保证工程正常施

工，公司需先行垫资2200万元。此外，依据人居工程2018年1-6月份职工薪酬162

万（未经审计），日常费用开支10万（未经审计），预测2018年下半年人居工程

需支付职工薪酬及年终奖270万元，日常费用开支30万元。 

本次发行股票资金用途中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

问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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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 

（2）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本次募集资金还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日常经营生产需要，具体如下： 

①测算依据 

本次发行主要测算公司2018年度的流动资金需求量，计算主要以公司已公开

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数据为基础。根据2017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

为2,936.81万元，较2016年营业收入1,512.02万元增长94.23%。基于2018年1-6月

的经营情况及合同签订情况，预测2018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将达到5,450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公司2018年1-6月份新签合同58,919,088.73元，根据截至2018年6月30日已签

合同（含以前年度未履行完毕的）工程进度预计，公司2018年1-6月份可确认收入

23,265,624.59万元（未经审计），根据2018年12月31日已签合同（含以前年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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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完毕的及2018年7-12月预计签订的）工程进度预计，公司预计2018年1-12月

可确认收入5,450万元。综上，预计2018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将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达到5,450万元。 

公司是基于预计的2018年营业收入，预测公司新增营运资金需求，由于本次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故在此仅对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所带

来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及经营性流动负债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未考虑非流动资产及

非流动负债。 

流动资金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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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销售百分比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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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如下表所示： 

公司2017年营运资金情况及2018年预测营运资金情况 

项目 2017 年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2018 年 

营业收入 29,368,116.57 100.00% 54,500,000.00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524,437.42 80.10% 43,655,569.00 

应收账款 10,385,791.33 35.36% 19,273,473.88 

预付账款 1,549,134.37 5.27% 2,874,812.31 

其他应收款 559,751.06 1.91% 1,038,760.27 

存货 1,675,749.50 5.71% 3,109,778.85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37,694,863.68 128.35% 69,952,394.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应付账款 4,224,878.00 14.39% 7,840,334.28 

预收账款 4,222,375.44 14.38% 7,835,690.14 

应付职工薪酬 1,061,651.43 3.61% 1,970,163.90 

应交税费 2,868,363.94 9.77% 5,322,977.87 

其他应付款 4,509,503.72 15.36% 8,368,529.60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16,886,772.53 57.50% 31,337,695.79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

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20,808,091.15 70.85% 38,614,698.53 

预测期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17,806,607.38 

注：本方案中公司对营运收入增长、相关财务比率的预测分析并不构成公司业绩承诺，

投资者不应据此投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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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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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我国绿色建筑产业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集中度较低，细分行业众多，

而专门从事为客户提供全流程人居环境解决方案的企业屈指可数。随着整体市场

规模的增长，这个细分领域将迎来广阔的市场增量空间。 

第一人居目前处于快速发展期，2017年营业收入规模较2016年同比增长

94.23%，业务扩展十分迅速。此外，为了促进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发掘新的利

润增长点，公司还将尽快启动区域能源项目。 

区域能源供应可以满足区域内的用户需求，以复合能源的方式提供低成本高

效的供能系统，符合美好生活的主旋律，有利于统一规划、统一布局、节能减排。

对公司而言，类似如地产开发模式+物业运营模式，经营能源供应事业以投资、

运营、移交的模式获取长期经营权益，从而获得长期收益。该项目的建设运营，

对公司未来的主要业务占比和现金流均将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结合过往增长率、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公司处于

快速成长阶段，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为2,936.81万元，预测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

将达到5,450万元, 故2018年新增的流动性资金需求分别为1,780.66万元。本次计

划融资不超过2,790.54万元，其中2,500万元用于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剩

余部分用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续流动资金需求将会根据业务的发展变动情况

由公司自行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后，将有效满足公司因新增业务需求以及扩

大经营规模所带来的新增营运资金需求。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整体资金实

力将进一步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财务状况也

将更加适合企业的当前的发展实际。本次股票发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

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并及时把握市场发展机遇，迅速提升主营业务规模，

增强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长期竞争力，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

利益。 

本次发行股票资金用途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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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包括：《<第一摩

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议案》、《关

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议案》、《关于拟开设银行专户作为本次股票发行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银行及西南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议案》、《关于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增

资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的议案》、《关于利用公司日常闲置资金及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议案》。 

（十）本次定向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本次股票发行除按照

相关规则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其他

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安排 

公司已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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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建立了

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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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披露于股转系统指定披露平台的《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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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用于存储和管理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同时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银行和主办券商共同签订《三方监管协

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1、对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第一摩码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有股份公司5,008,612.00

股普通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8.22%，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 2,897,752 股（含 2,897,752 股），本次发行后，第一摩码资产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 37.70%以上的股权，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张雷持有北京中龙80%股权、持有当代辽原60%股权，为北京中

龙与当代辽原的控股股东；北京中龙与当代辽原合计持有当代投资100%股权，当

代投资持有当代融智80%的股权，是当代融智的控股股东；当代融智持有第一资

产66.50%的股权，为第一资产的控股股东，第一资产持有公司48.22%的股份，同

时，张雷通过新动力间接控制第一人居7.3120%的股份，通过智慧鸿业间接控制

第一人居3.0824%的股份，因此，张雷通过间接持股能够控制公司58.61%的表决

权，同时张雷直接持有公司4.81%的股份。综上，张雷通过直接与间接方式合计

能够控制公司63.42%的表决权，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897,752股（含2,897,752股），本次发行后，张雷直

接间接控制的公司股权合计57.41%，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不会因本次发行发

生变化。本次定向发行将不会影响公司管理状态的稳定。 

3、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将有助于提升公司资本规模，为公司各项业务的快速、稳健、

可持续发展奠定资本基础，促进公司进一步实现规模扩张和业务开展，有利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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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和利润增长。 

综上，定向增发后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更能有效的发

挥公司优质资产的盈利空间和持续发展能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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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四）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相关认购安排在程序

上有效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以及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扩大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使公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得到改善，资金流动性增强，提高

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募集资金会为公司扩大生产提供更强的资金保障，给公司生

产经营带来积极影响。同时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资产、净资产等均有所提

升，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均有积极影响。 

（五）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五、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未曾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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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1、公司的权益不存在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2、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3、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谴责的情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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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情形。 

6、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七、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认购人与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合同全称：第一摩

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由北京华本联合仁达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甲方：北京华本联合仁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 座

119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华本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青云里满庭芳园小区配套公建三层 306 室 

法定代表人：张鹏 

第二条 投资条件 

2.1乙方本次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1】元。 

2.2本次发行数量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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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为【9.63】元。 

2.2.2本次发行股份总计不超过【2,897,752】股。甲方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

条件以其合法拥有的现金【10,0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认购乙方

本次发行的【1,038,421】股股份。 

第三条 缴款、验资及股份登记 

3.1乙方应开立验资账户，并在全国股转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监管机构规定

的场所、平台公告通知甲方支付款项及指定验资账户。甲方应在乙方发行认购公

告规定的期限内，向验资账户支付全部认购价款。 

3.2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 

乙方应于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发布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所载

缴款期限届满且收到甲方缴付的投资款项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于【九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应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备案、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乙

方办理完上述手续后【七】个工作日内，应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以及股东名册提交给甲方。 

各方确认，“认购完成日”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完成之日。 

3.3自认购完成日起，甲方作为乙方的股东按照对乙方的持股比例享有股东

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 

3.4自认购完成日起，甲方与乙方其他股东按各自所持有乙方股份比例共享

乙方本次定向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3.5本次甲方所认购股份无限售安排，亦无自愿锁定承诺。 

（二）认购人与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合同全称：第一摩

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由嘉兴绿智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甲方：嘉兴绿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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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3 号楼 106 室-3 

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绿民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青云里满庭芳园小区配套公建三层 306 室 

法定代表人：张鹏 

第二条 投资条件 

2.1乙方本次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1】元。 

2.2本次发行数量及价格 

2.2.1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为【9.63】元。 

2.2.2本次发行股份总计不超过【2,897,752】股。甲方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

条件以其合法拥有的现金【10,0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认购乙方

本次发行的【1,038,421】股股份。 

第三条 缴款、验资及股份登记 

3.1乙方应开立验资账户，并在全国股转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监管机构规定

的场所、平台公告通知甲方支付款项及指定验资账户。甲方应在乙方发行认购公

告规定的期限内，向验资账户支付全部认购价款。 

3.2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 

乙方应于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发布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所载

缴款期限届满且收到甲方缴付的投资款项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于【九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应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备案、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乙

方办理完上述手续后【七】个工作日内，应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以及股东名册提交给甲方。 

各方确认，“认购完成日”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完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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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自认购完成日起，甲方作为乙方的股东按照对乙方的持股比例享有股东

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 

3.4自认购完成日起，甲方与乙方其他股东按各自所持有乙方股份比例共享

乙方本次定向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3.5本次甲方所认购股份无限售安排，亦无自愿锁定承诺。 

（三）认购人与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合同全称：第一摩

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由贾岩、潘凤伟、邵兵

华、柳明一、庞丽娟、王嘉、史义军、王燕平与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甲方：贾岩、潘凤伟、邵兵华、柳明一、庞丽娟、王嘉、史义军、王燕平 

乙方: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青云里满庭芳园小区配套公建三层 306 室 

法定代表人：张鹏 

第二条 投资条件 

2.1乙方本次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1】元。 

2.2本次发行数量及价格 

2.2.1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为【9.63】元。 

2.2.2本次发行股份总计不超过【2,897,752】股。甲方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

条件以其合法拥有的现金【 】元（大写：【  】）认购乙方本次发行的【 】股股

份。 

第三条 缴款、验资及股份登记 

3.1乙方应开立验资账户，并在全国股转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监管机构规定

的场所、平台公告通知甲方支付款项及指定验资账户。甲方应在乙方发行认购公

告规定的期限内，向验资账户支付全部认购价款。 

3.2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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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应于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发布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所载

缴款期限届满且收到甲方缴付的投资款项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于【九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应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备案、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乙

方办理完上述手续后【七】个工作日内，应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以及股东名册提交给甲方。 

各方确认，“认购完成日”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完成之日。 

3.3自认购完成日起，甲方作为乙方的股东按照对乙方的持股比例享有股东

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 

3.4自认购完成日起，甲方与乙方其他股东按各自所持有乙方股份比例共享

乙方本次定向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3.5甲方自愿对其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登记之日所持有的乙方全部股份（包含

本协议签署日后因该等股份产生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等新增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申请自愿限售，安排如下： 

（1）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登记之日起至满 36 个月之后，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甲方持有公司标的股份总股数的 50％； 

（2）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登记之日起至满 48 个月之后，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甲方持有公司标的股份总股数的 25％； 

（3）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登记之日起至满 60 个月之后，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甲方持有公司标的股份总股数的 25％。 

限售期内，对于甲方所持、尚未解除锁定的股份，甲方不得对外转让，也不

得通过质押、转让投票权/分红权等方式变相处分限售股份。 

如果甲方担任乙方董事／监事/高管，甲方所持股份还应遵守《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一条有关股份转让限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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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股票发行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坚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 010-57631268 

传真： 010-88092028 

项目负责人：任杰 

经办人员：任杰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经办律师： 周子琦、张竟驰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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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姚庚春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 号 22 层 A24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 号 22 层 A24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52805636 

传真：010-52805601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荣前、张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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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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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张鹏                         贾岩                     豆朝阳 

 

                                           

    李熠                         潘凤伟 

 

全体监事：  

 

                                                                      

    赵亮                         牛娇                     邵兵华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贾岩                         潘凤伟                    庞丽娟 

 

                   

   张猛                                         

 

第一摩码人居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