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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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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金额 

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222,04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共计

募集资金人民币1,021,384,000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4.60元。 

2014年基本每股收益为0.27元/股，2014年末每股净资产为2.70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59元。 

本次股票发行以2014年末每股净资产为基础，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成

长性、每股收益等多种因素后确定发行价格。 

（三）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根据公司截至2015年11月30日在册股东（以下简称“原股东”）签署的关于

本次发行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除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蒋

康伟、王榕以合伙企业或全资子公司参与认购外，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均放弃优

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其中，现有股东直接认购股份数量为0万股，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为

22,204万股。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方式均为现金认购。经协商，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姓名或名称 

本次定增股份

数(股) 
出资金额（元） 认购方式 

持股方式 

1 
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69,330,000 318,918,000 现金 直接持有 

2 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 60,970,000 280,462,000 现金 直接持有 

3 
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6,900,000 123,74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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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2,340,000 102,764,000 现金 直接持有 

5 
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1,910,000 54,786,000 现金 直接持有 

6 
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7,060,000 32,476,000 现金 直接持有 

7 
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5,630,000 25,898,000 现金 直接持有 

8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

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 23,00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0 19,32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0 九州证券有限公司 2,000,000 9,20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1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500,000 6,90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2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4,60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3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2,76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500,000 2,30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5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30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6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30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7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30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8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1,84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19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1,84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20 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1,84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21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92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2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920,000 现金 直接持有 

合计 222,040,000 1,021,384,000  

2、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公司股东王榕和蒋康伟，公司董事王满为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其中王榕为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公司董事彭云辉，公司监事陈伟强、文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乔振、

游华南、金文涛、陈燕均为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四）发行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22,20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4.67%，募集资金金

额共计10.21亿元。 

（五）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及发行对象自愿锁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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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盛旭嘉瑞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次定向增发

完成并履行相关登记手续（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合伙企业持

有的颖泰生物股份将分四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比例分别为所持

公司股份的25%、25%、25%、25%，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本次发行完成

期满一年、两年、三年和四年；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承诺任一合

伙人担任颖泰生物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份在本

次发行完成后一年内不得转让，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股份的25%。除前述

发行对象自愿限售外，其余新增股票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开转让。 

（六）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张松山，未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22名投资者，发行后公司新增股东22名。本次股

票发行后，股东总数由原来的5人新增22人，增加至27人，公司股东总数不超过

200人，符合上述豁免向证监会申请核准之规定。因此，本次定向发行无须向证

监会申请核准，但应当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八）西南证券等14家证券公司认购公司股份数量全部用于做市 

西南证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420万股、九州证券有限公司拟

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200万股、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作为做市

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150万股、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

的颖泰生物股票100万股、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

股票60万股、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50万股、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50万股、东莞证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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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50万股、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作

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50万股、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

的颖泰生物股票40万股、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

票40万股、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40万股、财

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20万股、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拟作为做市库存股的颖泰生物股票20万股。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州

证券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认购的股票全部作为做市库存股，不用于除做市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 

（九）公司合伙企业股东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1、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广源闸 5号 1幢 7层 701-412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榕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咨询；企业策划、设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关关系服务；市场调查；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主要员工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其中王榕、蒋康伟、王满为普通合伙人，王榕为

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以自有资金投资颖泰生物，目前持有颖泰生物 6,933 万股股份，不属于私募

投资基金。 

2、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6号 5幢 2层 065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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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咨询；企业策划、设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关关系服务；市场调查；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中层管理员工以及其他员工以自

有资金出资设立，其中刘尚钟、陈怡、李继红为普通合伙人，刘尚钟为执行事务

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自

有资金投资颖泰生物，目前持有颖泰生物 2,690 万股股份。因此北京盛旭嘉瑞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3、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6号 5幢 2层 063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丁满忠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咨询；企业策划、设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关关系服务；市场调查；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子公司主要员工以自有资金出资

设立，其中丁满忠、侯飞、武福祯为普通合伙人，丁满忠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其

他合伙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投资

颖泰生物，目前持有颖泰生物 706 万股股份。因此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4、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广源闸 5号 1幢 7层 701-416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丁满忠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咨询；企业策划、设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关关系服务；市场调查；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子公司主要员工以自有资金出资

设立，其中逯政权、顾建峰、荊松为普通合伙人，逯政权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其

他合伙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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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泰生物，目前持有颖泰生物 563 万股股份。因此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5、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6号 5幢 2层 062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伯文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咨询；企业策划、设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公关关系服务；市场调查；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子公司主要员工以自有资金出资

设立，其中李伯文、吴凤华、熊晓明为普通合伙人，李伯文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其他合伙人均为有限合伙人。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投

资颖泰生物，目前持有颖泰生物 2,234 万股股份。因此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6、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加荣 

经营范围 企业咨询管理服务；企业营销策划** 

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华邦健康及其子公司员工以自有

资金出资设立，其中王加荣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均为有

限合伙人。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投资颖泰生物，

目前持有颖泰生物 1,191 万股股份。因此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7、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B区 1栋 2单元 3-2 号 

法定代表人 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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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风险投资、项目融资；投资管理、战略策划、资

产重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该项目。）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取得编号为 P1011271《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盛旭

嘉瑞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重庆元和新

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南方

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均不属于私募基金，不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拉

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十）股票发行及验资情况 

经 2015 年 12 月 3 日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颖泰生物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2,204 万元，发行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分别由北

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

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

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22 名投资者以货币出资认缴，本次发行价格为 4.60 元/股。

本次发行经本次出资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

并出具“川华信验（2015）101 号”《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 

二、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比较 

1、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颖泰生物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股数

（股） 

1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610,000,000 89.98% 0

2 
北京和睿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3,960,000 3.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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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康伟 21,500,000 3.17% 0

4 王榕 21,500,000 3.17% 0

5 李生学 1,000,000 0.15% 0

合计 677,960,000 100% 0

2、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股数

（股） 

1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610,000,000 67.78% 0

2 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69,330,000 7.70% 0

3 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 60,970,000 6.77% 0

4 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6,900,000 2.99% 0

5 北京和睿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960,000 2.66% 0

6 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2,340,000 2.48% 0

7 蒋康伟 21,500,000 2.39% 0

8 王榕 21,500,000 2.39% 0

9 
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1,910,000 1.32% 0

10 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7,060,000 0.78% 0

合计 875,470,000 97.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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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 0 0 12,900,000 1.43

有限售条件股 677,960,000 100.00 887,100,000 98.57

合计 677,960,000 100.00 900,000,000 100.00

2、本次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在册股东人数为5名，发行后股东人数增加22名，发行后

股东人数为27名。 

3、本次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均采用现金认购方式，因此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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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和资产总额分别增加人民币10.21亿元，其他资产无变动情况。 

4、本次发行前后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业务结构在发行前后未发生变化，主营业务仍为农药原药、农药制剂等

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5、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9.98%的股权，为公

司控股股东；张松山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共计持有

公司74.55%的股权，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松山仍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6、本次发行前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1）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颖泰生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直接持股变

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加量 

蒋康伟 董事长 21,500,000 21,500,000 -

王榕 董事、总经理 21,500,000 21,500,000 -

合  计 43,000,000 43,000,000 -

（2）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颖泰生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间接持股情

况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持股情况 

蒋康伟 董事长 

通过持有华邦健康、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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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榕 董事、总经理 

通过持有华邦健康、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彭云辉 董事 

通过持有华邦健康、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王满 董事 

通过持有华邦健康、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和睿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鸿泰嘉

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陈伟强 监事会主席 

通过持有华邦健康、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和睿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鸿泰嘉

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文琦 监事 
通过持有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乔振 副总经理 

通过持有华邦健康、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和睿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鸿泰嘉

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游华南 副总经理 
通过持有华邦健康、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和睿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鸿泰嘉

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金文涛 副总经理 
通过持有华邦健康、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和睿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鸿泰嘉

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陈燕 副总经理 
通过持有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刘晓亮 董事会秘书 
通过持有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三）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其中本次股票发行完毕后，按照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并以2014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股票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的相关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12/31 2014/12/31 本次发行后 

资产总计 373,346.24 691,916.52 794,054.92

净资产 177,313.66 164,397.70 266,536.10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4,524.86 158,098.57 260,2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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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61,000.00 61,000.00 90,000.00

每股净资产（元/股） 2.91 2.7 
2.9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2.70 2.59 

2.89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本次发行后 

营业收入 354,020.69 322,590.02 322,590.02

净利润 21,099.39 17,643.77 17,643.77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71.43 16,530.19 16,53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765.72 19,451.96 19,451.9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539.77 18,279.77 18,279.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4% 10.88% 6.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13.60% 12.04% 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7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7 

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15.30 35,881.34 35,881.3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0.21 0.59 

0.40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华邦汇医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次定向增发完成

并履行相关登记手续（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合伙企业持有的

颖泰生物股份将分四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比例分别为所持公司

股份的25%、25%、25%、25%，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本次发行完成期满

一年、两年、三年和四年；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承诺任一合伙人

担任颖泰生物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份在本次发

行完成后一年内不得转让，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股份的25%。除前述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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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自愿限售外，其余新增股票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开转让。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的结论

意见为： 

“（一）颖泰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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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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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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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

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

情形。 

（四）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及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公司进行投

资，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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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鸿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盛旭嘉瑞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万全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南方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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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浙泰嘉业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重庆元和新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除持有颖泰生物股票外，已正常开展咨询业务，对外签署了有关合同，已有相应

的现金流入，该等合伙企业已建立自身发展战略，不是单纯以持股为目的而设立

的持股平台，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关于<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适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六）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虽早于认购公告缴款起始日汇入认购款项，经

双方确认该款项为渤海证券认购20万股股票的股票认购款，款项用途明确，履行

认购协议的缴款义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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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司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

存在现实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参与认购的原股东已放弃

优先认购权，认购安排合法有效，充分体现了原股东的意志，有效保障了原股东

的合法权益。 

（九）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目前公司的14家证券公司股东、7家合伙企业股东、2家法人股东不属

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不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登记备案程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取得编号为

P1011271《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十一）主办券商参与认购颖泰生物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作为做市库存股，

已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了业务隔离制度。 

（十二）主办券商没有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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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颖泰嘉和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其主要结论性意见如下： 

“（一）颖泰生物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管理办

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鸿泰嘉业、盛旭嘉瑞、万全嘉业、南方嘉业、浙泰嘉业、元和新信作

为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

《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适用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相关规定。 

（三）鸿泰嘉业、盛旭嘉瑞、浙泰嘉业、元和新信、万全嘉业、南方嘉业及

尚德投资均以合法自有资金对公司进行投资，并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

他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公司出资额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规定。 

（五）渤海证券虽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缴款起始日之前进行了缴款，但该笔款

项用途明确，认购行为的效力获得了股票发行方与认购方的补充确认，且本次股

票发行的认购款项已经华信会计师审验并出具相关《验资报告》。因此，上述行

为不会对颖泰生物本次股票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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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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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发行人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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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

人及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公司章程》及《发

行细则》等规范性要求，不存在侵犯原股东优先认购权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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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华邦汇医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

人，不需要按上述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鸿泰嘉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

需要按上述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盛旭嘉瑞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

需要按上述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万全嘉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

需要按上述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南方嘉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

需要按上述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浙泰嘉业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

需要按上述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元和新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不

需要按上述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综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

股票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

合《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对于投资者适当

性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合法自有资金对公司进行投资，并不存在

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公司出资额的情形；本次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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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过程及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

情形；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侵犯原股东优先认购权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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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一）《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三）《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四）《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五）《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 

（六）《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