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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淘礼网股份 指 北京淘礼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淘礼网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淘礼网董事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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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增发 指 淘礼网向不确定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国都证券、主办券商 指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北京中勉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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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439,700股。 

(二) 发行价格：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元。 

（三）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股票发行方案》约定，在册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

须最晚在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2015年12月16

日）后2日内将填写完整的 《在册股东股份认购意向单》递

交或传真至公司以确定是否参与本次股票发行，逾期未递交

的，视为放弃优先认购。截至2015年12月18日，公司未收到

在册股东提交的《在册股东股份认购意向单》。即，公司在

册股东均自愿放弃对本次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 

2、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序号 投资者 投资者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李永红 外部投资者 360,000  5,400,000  

2 张俞华 外部投资者 333,000  4,995,000  

3 杨光伟 外部投资者 133,000  1,995,000  

4 孙蕾 外部投资者 102,000  1,530,000  

5 顾磊 外部投资者 100,000  1,500,000  

6 李喜河 外部投资者 70,000  1,050,000  



序号 投资者 投资者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7 

博观新三板

一期证券投资

基金 

外部投资者 70,000  1,050,000  

8 徐作云 外部投资者 66,700  1,000,500  

9 王万芹 外部投资者 50,000  750,000  

10 汪绍中 董事 36,000  540,000  

11 施冬燕 外部投资者 30,000  450,000  

12 樊焘 核心员工 20,000  300,000  

13 王小彪 核心员工 20,000  300,000  

14 汪绍华 监事会主席 15,000  225,000  

15 降广丽 核心员工 13,000  195,000  

16 潘红杰 董事 10,000  150,000  

17 于新章 董事 10,000  150,000  

18 鄂林虎 监事 700  10,500  

19 王刚 核心员工 300  4,500  

合计 1,439,700 21,595,500 

3、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李永红，中国国籍，男，汉族，1970年9月25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0092519**，目前与淘礼网及其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张俞华，中国国籍，女，汉族，1978年12月25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3408261978122500**，系淘礼网股东高翔

弟弟的配偶，系淘礼网股东高颖哥哥的配偶，除此之外，与

淘礼网及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3）杨光伟，中国国籍，男，汉族，1965年3月24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2202041965032417**，目前与淘礼网及其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4）孙蕾，中国国籍，女，汉族，1975年11月14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6121011975111408**，系淘礼网股东高翔配偶

的妹妹，除此之外，与淘礼网及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5）顾磊，中国国籍，女，汉族，1969年4月24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3403031969042400**，目前与淘礼网及其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6）李喜河，中国国籍，男，汉族，1953年7月24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1306211953072433**，目前与淘礼网及其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7）博观新三板一期证券投资基金。博观新三板一期证

券投资基金于2015年0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了登记，登记编号：S33461。其管理人上海博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59641427-0，法定代表人为张大

刚，注册资本1000万，实收资本1000万，已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登记，登记编号P1000683。 

（8）徐作云，中国国籍，女，汉族，1963年10月8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3426011963100806**，目前与淘礼网及其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9）王万芹，中国国籍，女，汉族，1955年5月8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2105021955050809**，目前与淘礼网及其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10）汪绍中，中国国籍，男，汉族，1986年12月26日

出生，身份证号码：3408261986122600**，淘礼网董事，系

本次认购对象汪绍华的哥哥。 

（11）施冬燕，中国国籍，女，汉族，1969年1月14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4415011969011420**，目前与淘礼网及其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12）樊  焘，中国国籍，男，汉族，1980年1月28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1101021980012800**，淘礼网核心员工。 

（13）王小彪，中国国籍，男，汉族，1982年9月27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1101041982092716**，淘礼网核心员工。 

（14）汪绍华，中国国籍，女，汉族，1989年1月17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3408261989011700**，淘礼网监事会主席，

系本次认购对象汪绍中的妹妹。 

（15）降广丽，中国国籍，女，汉族，1984年8月28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1307281984082800**，淘礼网核心员工。 

（16）潘红杰，中国国籍，女，汉族，1976年6月2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1101051976060265**，淘礼网董事。 

（17）于新章，中国国籍，男，汉族，1980年10月28日

出生，身份证号码：1308211980102804**，淘礼网董事。 

（18）鄂林虎，中国国籍，男，汉族，1986年3月13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1101011986031330**，淘礼网监事。 

（19）王  刚，中国国籍，男，汉族，1989年11月29日



出生，身份证号码：3408261989112903**，淘礼网核心员工。 

以上认购对象中，张俞华系公司股东高翔弟弟的配偶，

系淘礼网股东高颖哥哥的配偶。孙蕾系公司股东高翔配偶的

妹妹。汪绍中、潘红杰、于新章系公司董事，汪绍华、鄂林

虎系公司监事。汪绍中、汪绍华系兄妹关系。除此之外，以

上认购对象之间以及与公司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核心员工的认定程序 

本次认购对象中有4名核心员工,核心员工身份认定已履

行相关程序,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39条的

规定。 

2015年12月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提名降广丽、樊焘、李焱、李琪、梁西安、王小彪、

王刚7人为公司核心员工并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议案》。经董

事会表决通过后，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公示期为2个

工作日。公示期后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将降广丽、樊焘、李焱、李琪、梁

西安、王小彪、王刚7人认定为核心员工，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201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降广丽、樊焘、李焱、李琪、梁西

安、王小彪、王刚7人为公司核心员工并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

议案》，将包括降广丽、樊焘、王小彪、王刚在内的7名员工

认定为核心员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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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高翔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564,960股，持股比例98.87%；发行后，高翔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20,564,960股，占比92.47%。本次发行后，高翔仍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五）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7名，股东人数不

超过200人，且发行对象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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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行）》的规定。因此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发行的情

形，不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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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及股票限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高翔 20,564,960 98.87% 15,444,000 

2 高颖 208,000 1.00% 156,000 

3 黄志成 10,400 0.05% 0 

4 翁伟滨 6,800 0.03%   0 



5 

上海瓜牛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瓜牛

的梦想证券投资基金 
3,000 0.01% 0 

6 张丰 2,680 0.01% 0 

7 殷海宁 2,080 0.01% 0 

8 黄小莉 2,080 0.01% 0 

注:序号5至序号8,持股数量不同,持股比例相同,系持股比例四舍五入所致。 

 

2. 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高翔 20,564,960 92.47% 15,423,720 

2 李永红 360,000 1.62% 0 

3 张俞华 333,000 1.50% 0 

4 高颖 208,000 0.94% 156,000 

5 杨光伟 133,000 0.60% 0 

6 孙蕾 102,000 0.46% 0 

7 顾磊 100,000 0.45% 0 

8 李喜河 70,000 0.31% 0 

9 

博观新三板一

期证券投资基

金 70,000 0.31% 0 

10 徐作云 66,700 0.30% 0 

注:2016年1月15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股票解除限售登记的函》，同意公司股东高

翔解除限售登记股份20,280股,解除限售后股东高翔持有限售股份15,423,72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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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0,960 24.62 5,141,240 23.12 

2、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

员 

52,000 0.25 69,925 0.31 

3、核心员工 - - 53,300 0.24 

4、其它 27,040 0.13 1,341,740 6.03 

无限售条件的

股份合计 
5,200,000 25.00 6,606,205 29.70 

- 有 限

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15,444,000 74.25 15,423,720 69.35 

2、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

员 

156,000 0.75 209,775 0.94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 - -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15,600,000 75.00 15,633,495 70.30 

总股本 20,800,000 100.00 22,239,7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8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9人，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7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均采用现金方式，因此定向发行后，

公司的流动资产和资产总额分别增加人民币2,159.55万元，其

他资产无变动情况。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借助银行信用

卡电子商务和大数据平台销售收藏品、生活用品、酒类产品等，



为银行、电信、航空等企业提供积分兑换礼品服务，为其他企

业开发以消费积分为基础的用户忠诚度管理平台。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股

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不变。所以公司业务结构将不

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高翔；本次发行后，

高翔仍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

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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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翔 
董事长兼

总经理 20,564,960 98.87 20,564,960 92.47 

2 高颖 董事 208,000 1.00 208,000 0.94 

3 汪绍中 董事 - - 36,000 0.16 

4 王小彪 核心员工 - - 20,000 0.09 

5 樊焘 核心员工 - - 20,000 0.09 

6 汪绍华 
监事会主

席 
- - 15,000 0.07 

7 降广丽 核心员工 - - 13,000 0.06 

8 潘红杰 董事 - - 10,000 0.04 

9 于新章 董事 - - 10,000 0.04 

10 鄂林虎 监事 - - 700 0.003 

11 王刚 核心员工 - - 300 0.001 

合计 20，772，960 100.00 20，897，960 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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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5年度 

加发行后 

总资产（元） 33,176,900.67 54，298，453.55 75，893，953.55 

总负债（元） 16,142,449.02 24，891，968.21 24，891，968.2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34,451.65 29，406，485.34 51，001，985.34 

资产负债率（%） 48.66% 45.84% 32.80% 

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9 0.56 

净资产收益率 35.35% 53.28% 36.37% 

流动比率（倍） 1.94 2.10 2.96 

速动比率（倍） 1.42 1.62 2.49 

注：2015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

增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其

他投资者所持股份无限售安排，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本次增发股票无自愿锁定承诺。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淘礼网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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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礼网股份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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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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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经核查，淘礼网股份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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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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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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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

果合法有效。 

（七）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的特殊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八）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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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及认购结果合法有效。 

（九）主办券商关于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

见。 

本次股票发行发行价格高于每股净资产，不存在业绩承诺等

其他涉及股份支付的履约条件，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会

计准则。 

（十）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淘礼网现有股东上海瓜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瓜牛的

梦想证券投资基金系私募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备案，备案编码：S33518，其管理人上海瓜牛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登记编号 P1009662。 

本次股票认购对象博观新三板一期证券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S33461，其管理人上海博观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登记编号



P1000683。 

（十一）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本次认购对象共 19 名，其中一名为博观新三板一期证券

投资基金，如上所述，该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其余 18 名认购人全部为自然人。淘礼网本次股票认购对

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本次认购对象全部以自己合法资金参与

认购，不存在代他人持有股份的情形。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淘礼网本次股票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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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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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合法规范履行了董事会、股

东大会议事程序，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验资，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且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等相关

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

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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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及认购结果合法有效。 

（六）淘礼网现有股东上海瓜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瓜牛的梦想证券投资基金系私募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S33518，其管理人上海瓜牛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登记编号

P1009662。 

本次股票认购对象博观新三板一期证券投资基金，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S33461，其管理人上海博

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登记编

号 P1000683。 

（七）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本次认购对象共19名，其中一名为博观新三板一期证券投

资基金，如上所述，该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其余18名认购人全部为自然人。淘礼网本次股票认购对象中不

存在持股平台。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以自有资金真实认购，不

存在以协议、委托、代持、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持股或

受托代持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六、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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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字： 

 

高翔  高颖  

    

潘红杰  于新章  

    

汪绍中    

 

全体监事签字： 

汪绍华  鄂林虎  

朱文纲    

 

除董事、监事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签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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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六）《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淘礼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七）《北京中勉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淘礼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淘礼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