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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目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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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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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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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国信证券、主

办券商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汇元科

技 
指 北京汇元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北京汇元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在册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7,000,000股。 

(二) 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0.00元，总认购金额

420,000,000.00元。 

(三)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规定：针对公司股票发行，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对新增股份的优

先认购权。因此，汇元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不享有新增股

份的优先认购权。 

(四) 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7名在册股东及 8名外部投资者。  

上述认购对象认购公司股份具体情况为：郭爱英认购 5万股；

陶秋里认购 2 万股；李雅丽认购 1.2 万股；李文波认购 1 万股；

钱亮认购 0.5 万股；北京宏业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

购 32.5483 万股；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

37.7517 万股; 上海鼓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 400 万

股; 北京仟亿达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20 万股;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认购 70 万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30 万股;天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30 万股;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30 万

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20 万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认购 20 万股。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在册股东： 

①自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

照注册号 

注册资本/有限

合伙实缴资本 

1 郭爱英 13098419******0104 - 

2 陶秋里 33010319******1310 - 

3 李雅丽 13242319******0828 - 

4 李文波 41062219******2018 - 

5 钱亮 15232719******0055 - 

②合伙企业 

北京宏业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110108015436567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 8号三层 345  

执行事务合伙人 闵晶晶 

实缴出资总额 1438.052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5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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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110108015436876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25 号 2 层 9 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姚君妍 

实缴出资总额 1481.304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5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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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外部投资者： 

①上海鼓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600326562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亭卫公路 3688 号 5 幢二层 789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缴出资总额 24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8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投资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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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鼓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已经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

SD9115。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登

记编号为 P1005425。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关于合格投资者的有关规定。 

②北京仟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10501988078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 8号 11 层 1 单元 1101 室 

法定代表人 郑两斌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9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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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仟亿达投资有限公司为注册资本总额5000 万元人民币

以上的法人机构，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关于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有关规定。 

③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70000729246347A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注册资本 627176.31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5 月 15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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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根据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汇元科技签订的股份认购

协议，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所认购 70 万股均为做市库存

股，用于公司股票做市交易。 

④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244209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

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注册资本 8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6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

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股票期权做市。 

注:根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汇元科技签订的股份认购

协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所认购 30 万股均为做市库存

股，用于公司股票做市交易。 

⑤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420100000055793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注册资本 466200 万 

成立日期 2000 年 3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与期限内经营）；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凭许可证在核定

范围及期限内经营） 

注:根据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汇元科技签订的股份认购

协议，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所认购 30 万股均为做市库存

股，用于公司股票做市交易。 

⑥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07304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8 层 A01、B01（b）单

元 

法定代表人 俞洋 

注册资本 160000 万 

成立日期 2001 年 3 月 6 日 

经营范围 

证劵经纪；证劵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自营(不含债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 

注:根据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汇元科技签订的股份认购

协议，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所认购 30 万股均为做市库存

股，用于公司股票做市交易。 

⑦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000000092649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2 层、23 层、25 层－29 层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注册资本 528174.2921 万元 

成立日期 1997 年 12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

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

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限国债、

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股票期权做市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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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根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汇元科技签订的股份认购

协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所认购 20 万股均为做市库存

股，用于公司股票做市交易。 

⑧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100000000018305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注册资本 1211690.84 万元 

成立日期 1995 年 10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

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

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有效期至 2018 年 02 月 05 日） 



注: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汇元科技签订的股份认购

协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所认购 20 万股均为做市库存

股，用于公司股票做市交易。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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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郭爱英、陶秋里、李雅丽、李文波、钱亮、

北京宏业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在册股东；北京宏业天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钱亮、李雅丽、陶秋里为公司在册股东；

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李文波为公司

在册股东。除上述情况外，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

要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五)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一致行动

人吴洪彬、夏敦煌、尹航，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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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2015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在

册股东人数合计为 24 名。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 8 名，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32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21 名、

法人股东 11 名。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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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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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吴洪彬 11,954,500 30.50% 8,971,875 

2 尹航 6,900,000 17.60% 5,175,000 

3 夏敦煌 6,408,000 16.35% 5,182,500 

4 郭璐 3,000,000 7.65% 0 

5 吴妍冰 1,641,172 4.19% 1,230,879 

6 
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337,966 3.41% 0 

7 
北京宏业天成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227,000 3.13% 0 

8 邱磊 1,125,000 2.87% 1,125,000 

9 
宁波涌之泉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963,495 2.46% 963,495 

10 李雅丽 659,500 1.68% 0 

2. 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率及股票限售情



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无限售股数（股） 

1 吴洪彬  11,954,500  25.88% 8,971,875  2,982,625  

2 尹航  6,900,000  14.94% 5,175,000  1,725,000  

3 夏敦煌  6,408,000  13.87% 5,182,500  1,225,500  

4 
上海鼓扬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4,000,000  8.66% 0  4,000,000  

5 郭璐  3,000,000  6.49% 0  3,000,000  

6 
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715,483  3.60% 0 1,715,483 

7 吴妍冰  1,641,172  3.55% 1,230,879  410,293  

8 
北京宏业天成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552,483  3.47% 0  1,552,483  

9 邱磊  1,125,000  2.44% 1,125,000  0    

10 
宁波涌之泉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963,495  2.09% 963,495  0    

注：以上数据以股票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数加本

次定向发行认购数量，剔除了期间减持的影响，模拟推算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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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3,125 15.14% 5,933,125 12.84%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410,293 1.05% 410,293 0.89%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10,207,833 26.04% 17,007,833 36.8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16,551,251 42.22% 23,351,251 50.54%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329,375 49.31% 19,329,375 41.84%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2,355,879 6.01% 2,355,879 5.10%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963,495 2.46% 1,163,495 2.5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2,648,749 57.78% 22,848,749 49.46% 

总股本 39,200,000 100.00% 46,200,000 100.00% 

注：以上数据以股票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数加本

次定向发行认购数量，剔除了期间减持的影响，模拟推算所

得。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24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8名，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32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因募



集资金而增加，其中货币资金增加420,000,000.00元，注册资本

增加7,000,000.00元，资本公积增加413,000,000.00元。公司资

金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新型互联网服务（第三方综

合营销支付服务）。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

务扩张、基础建设投入及布局互联网金融等。股票发行后公司主

营业务仍然为新型互联网服务（第三方综合营销支付服务）。 

因此，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一致行动人吴洪彬、夏敦煌、尹航持有公

司64.45%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后，一致行

动人吴洪彬、夏敦煌、尹航持有公司54.68%的股份，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可对公司的发展策略、人事安排、生产经营等决策实

施有效控制，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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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洪彬 
董事、总

经理 
11,954,500 30.50% 11,954,500 25.88% 

2 夏敦煌 
董事、副

总经理 
6,408,000 16.35% 6,408,000 13.87% 

3 尹航 董事、副 6,900,000 17.60% 6,900,000 14.94% 



总经理 

4 邱磊 董事长 1,125,000 2.87% 1,125,000 2.44% 

5 吴妍冰 
董事、董

事会秘书 
1,641,172 4.19% 1,641,172 3.55% 

6 闵晶晶 
监事会主

席 
0 0% 0 0% 

7 杨建青 监事 0 0% 0 0% 

8 赵登远 监事 0 0% 0 0% 

9 安静 财务总监 0 0% 0 0% 

合计 28,028,672 71.50% 28,028,672 60.67%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4年度 

每股收益 1.24 1.74 1.56 

净资产收益率 28.68% 30.31% 30.80%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88 6.87 
5.83 

资产负债率 60.22% 51.25% 29.14% 

股票发行后财务指标以 2014 年度经审计财务指标为基础，

加上本次股票发行后资产结构变化金额计算得出。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北京仟亿达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愿锁定本次认购

的 200,000 股公司股份，锁定期为：自股份登记生效之日起一年。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无限售安排。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符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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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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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情况等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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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发行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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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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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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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

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七)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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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不满足股份支付的情形。 

(九)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及现有股东中，涉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已经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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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十）主办券商认为，在日常工作中，主办券商能够按照《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商做市业务管理规定（试行）》及《国

信证券做市业务管理办法》等业务规则、内控制度的要求，严格

执行业务隔离制度，保证各业务在人员、信息、资金、账户上严

格分离；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以活跃公司股票交易并增加公司现金

流为目的而参与本次股份认购，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公司

两次更改认购公告不损害相关投资者利益，不影响公司利益，不

对本次股票发行构成实质性的合规影响；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北京

宏业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为《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

认定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

的合伙企业”。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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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已在《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发布前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因此，北京宏业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

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可继续按照原有的规定

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豁免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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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北京宏

业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汇元至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为员工持股平台。鉴于本次发行的方案已于2015

年11月18日经汇元科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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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继续按照原有的规定发行。 

(三) 汇元科技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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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

效。 

(四) 汇元科技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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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汇元科技及发行对象具有法

律约束力。 

(五) 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合法有效，不存在侵犯原股东优

先认购权的情形。 

(六)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中，涉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和私募投资基金的，已经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基金管理办法》、《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办法》等相关规定履

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七) 根据发行对象的声明，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八) 北京仟亿达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其所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股

份登记生效之日起一年之内不得转让。除此之外，本次股票发行

不存在其他自愿锁定承诺。根据汇元科技与上海鼓扬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自认购

完成日起，汇元科技应于90个工作日内向全国股转公司报送股票

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申请材料（以全国股转公司向汇

元科技出具的相关受理通知书的落款时间为准）。若汇元科技逾

期未报送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相关申请材料，双方

解除协议并清算，汇元科技清算本次认购款及产生的银行利息并

在10个工作日内返还上海鼓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九）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汇元科技本次发行符合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本次发行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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