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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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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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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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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票发行方案 指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验资报告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京永验字

（2016）第21125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公司、本公司、圣博润 指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主办券商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宝盈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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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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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共发行 1,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

人民币 3,500,000 元。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50 元。定价综合参考了公司每股净资产、公

司股票二级市场成交价格、公司成长性、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与投资者协商

后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四）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1、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

的投资者。其中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 18 名。 

2、认购情况：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杨冬梅 10,000 35,000.00 现金 

2 邓追 10,000 35,000.00 现金 

3 赵娟 190,000 665,000.00 现金 

4 李增辉 60,000 210,000.00 现金 

5 谢杰 10,000 35,000.00 现金 

6 张闯 130,000 455,000.00 现金 

7 李亮 80,000 280,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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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8 王芳 10,000 35,000.00 现金 

9 李强 10,000 35,000.00 现金 

10 王维 10,000 35,000.00 现金 

11 黄勇 190,000 665,000.00 现金 

12 李航 40,000 140,000.00 现金 

13 俞晓钧 100,000 350,000.00 现金 

14 康录苹 10,000 35,000.00 现金 

15 杨波 40,000 140,000.00 现金 

16 石颖 10,000 35,000.00 现金 

17 钟永刚 45,000 157,500.00 现金 

18 林丹 45,000 157,500.00 现金 

合计 1,000,000 3,500,000.00 -- 

3、认购人基本情况： 

（1）新增股东 

1）杨冬梅，女，身份证号码：23102719820124****，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总经办业务助理。 

2）邓追，男，身份证号码：41032319820829****，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大客户部销售经理。 

3）赵娟，女，身份证号码：37032119870212****，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大客户部销售经理。 

4）李增辉，男，身份证号码：41082319830712****，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大客户部销售经理。 

5）谢杰，男，身份证号码：14270219791106****，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北京办事处销售经理。 

6）张闯，男，身份证号码：62010319780316****，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7）王芳，女，身份证号码：51130219860609****，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研发工程师。 

8）李强，男，身份证号码：3711021985120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研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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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维，男，身份证号码：23230319840113****，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研发项目经理。 

10）康录苹，女，身份证号码：13068119860928****，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商务部助理。 

11）石颖，女，身份证号码：11011119780804****，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财务会计。 

（2）在册股东 

1）杨波，男，身份证号码：37900219750729****，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2）李航，男，身份证号码：43042219711018****，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湖南办事处主任。 

3）李亮，男，身份证号码：2223241975102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技术总监。 

4）黄勇，男，身份证号码：433127197907112****，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华南营销本部总经理。 

5）俞晓钧，男，身份证号码：3402041974040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区域营销本部一部经理。 

6）钟永刚，男，身份证号码：35043019760906****，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华南营销本部福建办事处主任。 

7）林丹，女，身份证号码：35018119800729****，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华南营销本部福建办事处销售经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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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闯、李亮、俞晓钧、杨波为公司在册股东北京博润海天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的有限合伙人。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其余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

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 年 12 月 26 日第 96 号令《关于修改〈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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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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此次定向发行符

合豁免申请核准的情形。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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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持股情况（按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9 月 8 日的股东名册统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孟岗 24,328,502 27.950 境内自然人 19,006,876 

2 臧佳 18,342,500 21.073 境内自然人 0 

3 
北京博润海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8,250,000 9.478 

境内合伙企

业 
8,250,000 

4 
江苏毅达并购成长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333,200 6.127 

境内合伙企

业 
0 

5 
北京天星凌云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999,000 4.594 

境内合伙企

业 
0 

6 
南京乾溢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2,400,000 2.757 

境内合伙企

业 
0 

7 赵峰 2,321,000 2.667 境内自然人 1,833,750 

8 

长沙联创永锋鼎鑫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00,000 1.838 
境内合伙企

业 
0 

9 朱彤淳 1,579,750 1.815 境内自然人 0 

10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1,563,000 1.796 做市商 0 

  合计 69,716,952 80.095 -- 29,090,626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孟岗 24,328,502 27.633 境内自然人 19,006,876 

2 臧佳 18,342,500 20.834 境内自然人 0 

3 
北京博润海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8,250,000 9.371 

境内合伙企

业 
8,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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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数量

（股） 

4 
江苏毅达并购成长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333,200 6.058 

境内合伙企

业 
0 

5 
北京天星凌云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999,000 4.542 

境内合伙企

业 
0 

6 
南京乾溢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2,400,000 2.726 

境内合伙企

业 
0 

7 赵峰 2,321,000 2.636 境内自然人 1,833,750 

8 

长沙联创永锋鼎鑫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00,000 1.817 境内自然人 0 

9 朱彤淳 1,579,750 1.794 
境内合伙企

业 
0 

10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1,563,000 1.775 做市商 0 

  合计 69,716,752 79.186 -- 29,0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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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请参见下表： 

股权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35,541,000 40.83 36,478,500 41.43 

其中：高管股份 23,272,000 26.74 23,459,500 26.65 

其他自然人股份 4,019,000 4.62 4,769,000 5.41 

社会法人股份 8,250,000 9.48 8,250,000 9.37 

2、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51,501,200 59.17 51,563,700 58.57 

合计 87,042,200 100.00 88,042,200 100.00 

2、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在册股东为 92 名，其

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76 名，法人股东 10 名，合伙企业股东 6 名；公司本次发行后

股东为 103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87 名，法人股东 10 名，合伙企业股东 6 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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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3、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3,500,000.00 元，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

规模均有所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

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4、发行前后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目的旨在稳定公司核心团队、增强公司资本实力、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 

5、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岗持有公司 27.950%股份，

其妻张彬持有公司 1.301%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孟岗持有公司 27.633%的股

份，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妻张彬持有公司

1.286%股份。孟岗有能力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施加影响或

者实施其他控制，对公司的经营战略和未来发展有决定权。故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仍为孟岗，本次股票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动。 

6、发行前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姓名 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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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岗 
董事长、总

经理 
24,328,502 27.950 24,328,502 27.633 

潘玉珣 
董事、副总

经理 
300,000 0.345 300,000 0.341 

黄韬 董事 -- -- -- -- 

舒宜民 董事 -- -- -- -- 

苍源 董事 -- -- -- -- 

丛治琪 董事 -- -- -- -- 

杨波 
董事、财务

总监 
394,000 0.453 434,000 0.493 

赵峰 副总经理 2,325,000 2.671 2,325,000 2.641 

张彬 

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

理 

1,132,500 1.301 1,132,500 1.286 

程锦蓉 监事会主席 20,000 0.023 20,000 0.023 

武佳兴 监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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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慧海 监事 170,000 0.195 170,000 0.193 

张杭军 副总经理 -- -- -- -- 

李亮 研发总监 20,000 0.023 100,000 0.113 

张闯 副总经理 -- - 130,000 0.148 

合计 28,690,002 32.961 28,940,002 32.871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发行完成后的变化情况，见下表：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发行后 

每股收益（元） 0.67 0.41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7 17.47 13.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73 -0.82 

                         

-0.40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3.81 3.44 1.93 

资产负债率（%） 47.25 21.86 19.55 

流动比率（倍） 2.01 4.27 4.82 

速动比率（倍）          1.64 3.82  4.37  

注：发行后数据依据披露的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并按照增资完成后总股本测

算。 

（四）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发行后挂牌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变化 

本次发行股份由投资者以现金形式认购，未有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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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与本次发行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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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及其

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除前述情况外，参与本次发行的其他认购方自愿锁定其本

次认购的全部股票，股票锁定期限为自在中登公司办理股份登记之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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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8 日，公司主办券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出具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认为： 

（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 年 12 月 26 日第 96 号令《关于修

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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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博润本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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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圣博润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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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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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博润在进入股转系统之后，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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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博润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严格按照《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均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之规定的投资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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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博润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业务规则》、《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圣博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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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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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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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业

务细则》等规范性要求。 

（八）根据《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

管问答函》的要求，主办券商对新增股东及原有股东是否进行了备案登记程序进

行了相关核查。经核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无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

私募投资基金，公司在册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资基金均已完成

登记、备案。 

（九）圣博润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

付》进行处理。 

（十）圣博润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发行对象代为他人持有股份的情形。 

（十一）圣博润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十二）圣博润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三）圣博润本次股票发行不构成连续发行。 

（十四）圣博润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符合募集资金信

息披露要求；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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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十五）圣博润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

务规则》、《信息披露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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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性的

意见 

2016年10月21日，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宝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圣博

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对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发表了如下意见： 

（一）圣博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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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条件。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0 

（二）圣博润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的部分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员工共计 18 人，本次发行新增股东未超过 35 人，符合《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细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具备本次认购公司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

除部分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 11 名发行对象为核心员

工，均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

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圣博润关于核心员工的认定符合程序，合法有效；经

认定的核心员工属于《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特定对象，亦符合《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 

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 

（三）圣博润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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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本次股票发

行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四）圣博润本次股票发行的《股票认购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符合《公司法》、《合同法》，合法有效。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司法》、《股票发行业

务细则》与《公司章程》。 

（六）公司在册股东中的江苏毅达并购成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

京天星凌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长沙联创永锋鼎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北京泰格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已按要求办

理了备案登记；南宁乾溢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川江投资有限公司为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按要求办理了备案登记。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做市商，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北京博润海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宜中圣哲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易都实

业有限公司、上海海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跃达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乔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用于投资圣博润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有资金，不属于私募投资

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 18 名全部为自然人，包括公司在册股东、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本次发行

对象均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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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八）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九）本次发行对象不是会计准则中关于股份支付的合格授予对象，本次

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会计准则。 

（十）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

款。 

（十一）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圣博润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发行业务指南》、《发行业务细则》、《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圣博润符合发行股票的

各项条件，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2 

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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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全体监事签字：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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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第一部分要求披露的文件 

1－1 股票发行方案 

1－2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3 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1－4 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1－5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1－6 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1－7 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第二部分不要求披露的文件 

一、挂牌公司相关文件 

2－1 备案登记表 

2－2 股票发行备案报告 

2－3 认购合同 

二、其他文件 

2－4 挂牌公司全体董事对备案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书 

2－5 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2－6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7 签字注册会计师、律师的执业证书复印件及其所在机构的执业证书复印

件 

2－8 自愿限售股份申请相关文件 

2－9 主办券商项目组及负责人的联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