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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发行人、菲高

科技 
指 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股东/在册股东 指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前的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 指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股票定向发行

方案发行股票 

《股票发行方案》 指 
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公

告的《股票发行方案》 

《股票发行方案（更

新）》 
指 

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公

告的《股票发行方案（更新）》 

《发行认购公告》 指 
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公告

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股份认购合同》 指 
公司与于顺亮、李宽广、易晓培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签署的附生

效条件的《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合同》 

《验资报告》 指 
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出具了大华验字【[2018]000469】号《验资报

告》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主办券商、网信证券 指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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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投资基金法》 指 《中华人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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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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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备案办

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私募基金暂行办

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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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业务指引

第 4 号》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4 号——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 

《发行问答（三）》 指 
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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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业务问答（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

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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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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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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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盛鼎咨询 指 珠海盛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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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概述 

发行人本次向于顺亮、李宽广、易晓培共计发行 2,450,000 股，合计占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本的比例为 9.82%。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价格为 2.02

元/股，股票面值 1 元计入公司股本（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

积。本次股票发行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名称 认购方式 
认购数量 

（股） 

认购价格 

（元） 

认购金额 

（元） 

1 于顺亮 现金 1,500,000 2.02 3,030,000 

2 李宽广 现金 500,000 2.02 1,010,000 

3 易晓培 现金 450,000 2.02 909,000 

合计 —— 2,450,000 - 4,949,000 

于顺亮、李宽广、易晓培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并在规定

的时间内一次性缴纳认购款。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02元。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前景、

成长性、每股净资产、行业平均市盈率等因素，并与发行对象协商最终确定，

且已经公司管理层认真讨论决定，定价方式公平合理，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发行数量及金额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2,450,000 股，以每股 2.02 元的价格发行，本次

发行融资金额为 494.9万元。 

（四）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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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在

同等条件下对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因此，本次发行无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

排。 

（五）股票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 3 名，发行对象为于顺亮、李宽广、易晓培，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分别为 1,500,000 股、500,000 股、450,000 股，共计 2,450,000

股。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于顺亮，男，中国国籍，1988年出生，身份证号：21020219880212****，

本科学历。2012 年加入珠海丰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先后负责生产计划、制造

工艺及工程研发和采购等部门。2017 年 6月起，任公司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李宽广，男，中国国籍，1968年出生，身份证号：43040319681027****，

大专学历。曾任长沙化工机械厂从事设备维修，中山添利线路板厂从事样品制

作和工程设计工作，斗门柏力电子有限公司工程部、商务部高级主管，珠海斗

门超毅集团历任测试高级工程师、生产总管、生产经理。2012 年至今，任珠海

泓瑞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 年 6月起，任公司董事。 

易晓培，男，中国国籍，1980 年出生，身份证号：43011119800413****，

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职蒂森克虏伯扶梯（中国）有限公司，立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珠海分所，珠海美地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奥钛

纳米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 10

月加入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会计，2018 年 6 月起，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于顺亮系公司现有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

事长兼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现有股东于平系父子关系，是公司现有股东梁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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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侄子，是公司现有股东珠海盛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合伙

人，并持有其 21.60%出资额。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李宽广系公司现有股东、董事。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易晓培系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 

除此之外，本次股票发行，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六）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于顺亮直接持有公司 41.78%的股份，于

顺亮作为公司持股 11.11%股东珠海盛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

合伙人并对其实际控制，于平直接持有公司 41.33%的股份。于平、于顺亮系父

子关系，且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于平、于顺亮父子合计共持有公司 94.22%

股份的表决权，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为于顺亮、于平。 

本次发行后第一大股东于顺亮直接持有公司 43.69%的股份，实际控制人仍

为于顺亮、于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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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 5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4名、合伙企业股东 1

名；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东为 6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5名、合伙企业 1名。

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人。 

因此，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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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次发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股票，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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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票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于顺亮 9,400,000 41.78% 9,400,000 

2 于平 9,300,000 41.33% 9,300,000 

3 李宽广 700,000 3.11% 700,000 

4 梁圣言 600,000 2.67% 600,000 

5 
珠海盛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00 11.11% 1,666,667 

合计 22,500,000 100% 21,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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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于顺亮 10,900,000 43.69% 10,525,000 

2 于平 9,300,000 37.27% 9,300,000 

3 李宽广 1,200,000 4.81% 1,075,000 

4 梁圣言 600,000 2.41% 600,000 

5 
珠海盛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00 

10.02% 
1,666,667 

6 易晓培 450,000 1.80% 337,500 

合计 24,950,000 100% 23,504,167 

（二）股票发行前后股本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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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前后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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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股份 
--    --    

           

612,500  2.45% 

2、个人或基金 - -    - -    - -    --    

3、其他法人 
           

833,333  3.70% 

           

833,333  3.34% 

4、其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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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833,333  3.70% 

         

1,445,833  5.79%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1、高管股份 
        

20,000,000  88.89% 

        

21,837,500  87.53% 

2、个人或基金 --    --    --    --    

3、其他法人 
         

1,666,667  7.41% 

         

1,666,667  6.68% 

4、其他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1,666,667 96.30% 23,504,167 94.21% 

总股本 22,500,000 100.00% 24,950,000 100.00% 

2、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5 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 名，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东人数为 6 名。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资产流动

性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改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更好地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业务没有发生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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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未发生变化，公司的董事会

新增吴清平、易晓培两位成员。 

直接持股的董事、监事持股变动情况： 

编

号 

股东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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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顺亮 董事长、董

事会秘书 
9,400,000 41.78 10,900,000 43.69 

2 
于平 董事、总经

理 
9,300,000 41.33 9,300,000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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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宽广 董事 700,000 3.11 1,200,000 4.81 

4 梁圣言 董事 600,000 2.67 600,000 2.41 

5 
易晓培 董事、财务

负责人 
0 0 450,000 1.80 

合计 20,000,000 88.89 22,450,000 89.98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4 0.62 0.90 0.55 

期末净资产收益率 41.75% 32.35% 37.93% 30.3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0.13   0.47  -0.09  0.42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总资产（元） 43,715,192.59  74,015,594.75  48,664,192.59 78,964,594.75 

股东权益合计 28,206,623.84  52,342,334.65  33,155,623.84 57,291,334.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2.91 2.02 2.73 2.02 

资产负债率 35.48% 29.28% 31.87% 27.45% 

流动比率 235.99% 339.81% 268.34% 371.09% 

速动比率 2.14  3.22  2.47  3.53  

注：1、发行后财务指标依据 2016 年、2017 年财务数据，按增资完成后的股本、净资产摊

薄测算。 

        2、2017 年度，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2250 万元。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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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的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根据《公司法》、《业

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办理股份限售，本次发行的股票不存在其他限售安排，

且无自愿锁定承诺。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出具了《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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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于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对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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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尚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 

（二）菲高科技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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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

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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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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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高科技本次股票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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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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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高科技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不存

在显失公允或者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菲高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在册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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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菲高科技本次定向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对股份支付的确认，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九）公司股票认购对象及现有股东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基金暂行办法》、《私募基金备案办法》及《业务问答（二）》等相关规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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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办理登记或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的情形，无需履行登记或

备案程序。 

（十）菲高科技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

定向发行（二）》规定的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发行的持股平台、员工

持股计划。 

（十一）菲高科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明晰，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

形。 

（十二）菲高科技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合同》系各方

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菲高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合法、合规、有效，不存在关于业绩对赌或估值调整的条款约定。 

（十三）菲高科技已根据《问题解答（三）》的要求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并已建

立 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 

（十四）菲高科技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不存在以非现金

资产等方式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情形。 

（十五）菲高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

施的监管问答》中列举的不得实施股票发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六）菲高科技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损害股东权益

的情况。 

（十七）菲高科技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合同》系各方

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

对菲高科技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十八）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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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发行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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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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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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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出具了《北京大成（珠

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书》，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经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同意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按规定公开转让，已纳入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公司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监管办法》

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三）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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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股票发

行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情形；不存在需

报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开或变相公开的行为，股东大

会、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方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股票发行价

格未见有显失公允之处。本次定价过程公正、公平。 

（六）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

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

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本次股票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中不存在特殊条款，不存在《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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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所列举的各项情形。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

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相关规定。 

（八）公司对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

合规。 

（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对股

份支付的确认。 

（十）在本次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不存在机构投资者。公司的现有在册

股东中，不存在未依法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

金的情形。 

（十一）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十二）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以自有资金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代他

人认购本次发行股份或委托他人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不存

在“股权代持”的情况。 

（十三）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存在《定向发行（二）》所规定的禁

止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的持股平台认购的情况。 

（十四）发行人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

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等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申请审批、决策程

序、风险控制及信息披露要求。 

（十五）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

—连续发行》关于连续发行的规定。 

（十六）公司不存在前期发行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

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等情况，因此也不涉及承诺履行的情况。 

（十七）公司本次发行募资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十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占用募集资金或故意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不存在提前使

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十九）发行人、发行人子公司、发行对象以及发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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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単的情况，不存在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

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

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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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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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签字）: 

 

于顺亮：____________    于平：____________    李宽广：____________ 

 

梁圣言：____________    周俊奇：____________  吴清平：____________ 

 

易晓培____________     

监事（签字）: 

 

郭燕：____________      刘辉：____________    李锐科：____________ 

 

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于平：____________       于顺亮：____________   周俊奇：____________ 

 

吴清平：____________    易晓培：____________ 

 

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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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四）《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更新）》 

（五）《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六）《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合法合规性意见》 

（七）《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2018]000469

号《验资报告》 

（九）《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合同》 

 

 

 

 

 

 

珠海菲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