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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联创永宣 指 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北京联创晋商 指 北京联创晋商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重庆联创共富 指 重庆联创共富一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义乌联创易富 指 义乌联创易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永亘 指 上海永亘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西藏联创永源 指 西藏联创永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 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4】1279号文，《关于核准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吸收合并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申银万国证券吸收合并

宏源证券。合并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权利及义务在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正式营业之

日起，由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承继并继续履行。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董

事会秘书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会计师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律师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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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41,371股。 

(二)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41.25 元,发行价格较高是因

为公司股本较小。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发行定价同时参考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市盈率、每

股净资产等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 

(三)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认购权。经核查，本次发行前公司在册股

东共 3 名，均出具了《承诺函》,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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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 33 名投

资人，其中公司 5名，合伙企业 4名，契约型基金 2名，资产管

理计划 1名，自然人 21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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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

式 

认购对象

所在基金

名称 

1 

上海哲仁股权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435,164 148,500,000.00 
基金

份额 
上海永亘 

2 
新疆海宁希源

投资有限公司 
73,260 25,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3 
西藏文豪通和

投资有限公司 
58,608 20,000,000.00 

基金

份额 

北京联创

晋商 

4 

睿安恒泰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北京)有限

公司 

29,304 1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5 

深圳泛盈捷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29,304 1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6 

北京智富华泰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38,827 81,500,000.00 
基金

份额 

北京联创

晋商 

7 

上海歌斐惟勤

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46,520 50,000,000.00 
基金

份额 

北京联创

晋商 

8 

北京天星汇通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87,912 30,000,000.00 
基金

份额 

北京联创

晋商 

9 

上海坚果蓝翠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6,886 16,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10 

东银汇杰新三

板 1号私募投

资基金 

98,134 33,488,500.00 现金 -- 

11 

诺安资管联创

定增 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510,761 174,297,250.00 现金 -- 

12 

磐石瑞通新三

板小牛 1号基

金 

13,800 4,709,250.00 现金 -- 

13 高建平 

310,622 106,000,000.00 
基金

份额 

北京联创

晋商 

293,040 100,000,000.00 
基金

份额 

重庆联创

共富 

14 刘鹏飞 293,040 100,000,000.00 基金 北京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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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 晋商 

15 薛呈祥 

146,520 50,000,000.00 
基金

份额 

重庆联创

共富 

58,608 2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16 陈强 87,912 30,000,000.00 
基金

份额 

北京联创

晋商 

17 郭凤玲 87,912 3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18 敖航 87,912 3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19 吴妍婷 58,608 2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0 吴鲜晓 58,608 2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1 李芃 29,304 1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2 周强 29,304 1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3 陈巧玲 29,304 1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4 杨国平 29,304 1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5 刘海韬 29,304 1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6 侯延杰 29,304 10,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7 潘文涛 23,443 8,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28 田启玉 21,978 7,500,000.00 
基金

份额 

重庆联创

共富 

29 陈献明 17,582 6,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30 许丹 14,652 5,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31 吴雪峰 14,652 5,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32 凌志健 14,652 5,000,000.00 
基金

份额 

义乌联创

易富 

33 王波 7,326 2,500,000.00 
基金

份额 

重庆联创

共富 

合计 3,541,371 1,208,495,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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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名认购人认购数量以其认购金额除以本次发行价格得出，

不足1股部分作为资本公积核算，由此导致认购数量合计数乘以发行

价格与认购金额总数存在差异。 

2.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机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上海哲仁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哲仁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1号 514室 

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卢劲涛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物业管理，

资产管理。 

成立日期 2014年 06月 06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14年 06月 06日至 2034年 06月 05日 

新疆海宁希源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新疆海宁希源投资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

新街 258号数码港大厦 2015-28号 

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钟健 

注册资本 1176.4705万元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 

成立日期 2009年 06月 29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09年 06月 30日至 2039年 06月 29日 

西藏文豪通和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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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西藏文豪通和投资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西藏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江苏拉萨展销中心 207

室 

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玮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资产管理；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经济贸易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

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不含旅游业务）市场调

研；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棋牌除外）

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建筑工程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不含中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3年 12月 13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13年 12月 13日至 2043年 12月 12日 

睿安恒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名称 睿安恒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徐辛庄大街 1号 123室 

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仲新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范围：无 

一般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

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

保。） 

成立日期 2012年 12月 19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12年 12月 19日至 2032年 12月 18日 

深圳泛盈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泛盈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

1901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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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宋良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股权投资；经济信息查询（不含限制项目）。 

成立日期 2007年 12月 12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07年 12月 12日至 2027年 12月 11日 

北京智富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北京智富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八号六层 710-60 

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进取融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朱文卫为

代表） 

实缴资本 8150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成立日期 2011年 07月 07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11年 07月 07日至 2017年 07月 06日 

上海歌斐惟勤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歌斐惟勤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嘉定区兴贤路 1388号 3幢一层 1355室 

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缴资本 56200万元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13年 03月 18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13年 03月 18日至 2023年 03月 17日 

北京天星汇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北京天星汇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天作国际中心

17层 1号楼 2003室 

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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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缴资本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0年 12月 16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10年 12月 16日至 2030年 12月 15日 

上海坚果蓝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坚果蓝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崇明县长江农场长江大街 161号 2幢 3499

室 

法人代表/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坚果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何

航） 

实缴资本 32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实业投资。 

成立日期 2014年 10月 28日 

营业期限/合伙期限 2014年 10月 28日至 2024年 10月 27日 

东银汇杰新三板 1号私募投资基金 

名称 东银汇杰新三板 1号私募投资基金 

性质 契约性基金 

备案编号 S81824 

管理人名称 深圳东银汇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5年 09月 30日 

诺安资管联创定增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名称 诺安资管联创定增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性质 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名称 诺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5年 10月 20日 

磐石瑞通新三板小牛 1号基金 

名称 磐石瑞通新三板小牛 1号基金 

性质 契约性基金 

备案编号 S3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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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名称 嘉兴磐石瑞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托管人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5年 06月 17日 

（2）个人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国籍 身份证号（隐去中间四位） 

1 高建平 中国 1426311964XXXX7418 

2 陈强 中国 6526011969XXXX0819 

3 薛呈祥 中国 1101061958XXXX0051 

4 李芃 中国 6101131962XXXX0010 

5 周强 中国 5107031979XXXX121X 

6 陈巧玲 中国 3307251980XXXX0228 

7 吴妍婷 中国 3307251976XXXX1329 

8 吴鲜晓 中国 3307251973XXXX3918 

9 陈献明 中国 3307251972XXXX6219 

10 郭凤玲 中国 2326221972XXXX464X 

11 许丹 中国 2321311976XXXX2524 

12 杨国平 中国 3307251955XXXX5339 

13 敖航 中国 1101081992XXXX7811 

14 刘海韬 中国 1330011974XXXX603X 

15 侯延杰 中国 2101031970XXXX0935 

16 潘文涛 中国 6501041964XXXX071X 

17 凌志健 中国 3307251965XXXX0030 

18 吴雪峰 中国 3302111977XXXX1520 

19 刘鹏飞 中国 1426251969XXXX1717 

20 田启玉 中国 5102121946XXXX412X 

21 王波 中国 310101196403260010 

上述发行对象中，东银汇杰新三板1号私募投资基金、诺安

资管联创定增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磐石瑞通新三板小牛1号

基金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余30名投资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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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所管理基金中的出资人，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亦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均已开立新三板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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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及作价 

1、相关基金的审计和评估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涉及的4支基金，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基金净资产审计值、评估值如下

表： 

序号 基金名称 
审计和评估

基准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元） 

经评估的净资产值

（元） 

1 北京联创晋商 2015-10-31 549,462,409.27 549,462,409.27 

2 重庆联创共富 2015-10-31 559,821,037.17 559,821,037.17 

3 义乌联创易富 2015-10-31 447,014,708.29 447,014,708.29 

4 上海永亘 2015-10-31 149,492,402.95 149,492,402.95 

2、相关基金的评估依据和评估方法 

评估依据：（1）行为依据：资产评估机构与联创永宣签订的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2）法规依据：《公司法》、《合伙企业

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3）评估准则依据：《资产评估准则-

基本准则》等一系列评估准则；（4）产权依据：被评估单位提供

的权属材料等；（5）取价依据：评估人员现场核查和市场调查取

得的资料；（6）其他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等。 

评估方法：评估机构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价值类型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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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

即成本加和法，具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价值

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价值的方法。本次评估中，对基金

的主要资产、负债及其评估方法如下：（1）银行存款：以核实后 

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价值；（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已经上市

的股权投资，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市值确认评估值；未上市但有回

购约定的股权投资，则主要参考基金与被投资企业签订的投资协

议中的回购条款，测算行使回购权情况下的未来现金流，并对此

采用未来现金流折现确定评估值；未上市且未有回购约定的股权

投资，经测试未减值的就按照投资原值作为评估值，否则按照减

值后的结果作为评估值；（3）各类负债：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

定评估价值。根据本方法评估出基金的评估值后，再乘以本次拟

用于认购股份的基金份额占该基金总份额的比例，得出拟用于认

购股份的该等基金份额的评估值。 

3、相关基金份额原始出资、审计值、评估值、发行作价对

比 

本次用于认购拟发行股票的基金份额，均采用上述资产基础

法进行评估，最终作价由发行主体与发行对象参考经审计的净资

产值和评估值，由双方谈判确定。该等基金份额经审计的净资产

值、评估值、发行作价金额如下表所示： 

经审计净资产值 评估值 发行作价金额 

11.35亿元 11.35亿元 9.9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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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次发行涉及的基金份额的权益完整性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在北京联创晋商、重庆联创共富、义

乌联创易富、上海永亘4只基金中持有的基金份额权属清晰，不

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对公司未来行使基金份

额权益构成障碍的情况。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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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艾迪女

士。本次发行完成后艾迪女士仍持有公司股份 1,387.50 万股，

但其持股比例从 92.50%降为 74.83%。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后公

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人，不涉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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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情况 

序号 股东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发行前限售情况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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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迪 13,875,000.00 92.50% 13,875,000.00 

2 冯涛 675,000.00 4.50% 675,000.00 

3 高申 450,000.00 3.00% 450,000.00 

合计 15,000,000.00 100.00% 15,000,000.00 

2、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

售情况 

序号 股东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发行后限售情况

（股） 

1 艾迪 13,875,000.00 74.83% 13,875,000.00 

2 冯涛 675,000.00 3.64% 675,000.00 

3 高建平 603,662.00 3.26%  

4 
诺安资管联创定增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510,761.00 2.75%  

5 高申 450,000.00 2.43% 450,000.00 

6 
上海哲仁股权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435,164.00 2.35%  

7 刘鹏飞 293,040.00 1.58%  

8 
北京智富华泰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38,827.00 1.29%  

9 薛呈祥 205,128.00 1.11%  

10 
上海歌斐惟勤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146,520.00 0.79%  

合计 17,433,102.00 94.03%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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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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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4、其它   3,541,371.00 19.10%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3,541,371.00 19.10%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3,875,000.00 92.50% 13,875,000.00 74.8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4、其它 1,125,000.00 7.50% 1,125,000.00 6.0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15,000,000.00 100.00% 15,000,000.00 80.90% 

总股本 15,000,000.00 100.00% 18,541,371.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3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33名，其

中公司5名，合伙企业4名，契约型基金2名，资产管理计划1名，

自然人21名，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36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主要报表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额（元） 占比 数额（元）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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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22,730,705.88 21.69% 22,730,705.88 1.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82,070,559.69 78.31% 1,290,565,559.69 98.27% 

其中：股本 15,000,000.00  18,541,371.00  

资本公积 5,000,000.00  1,209,953,629.00  

资产合计 104,801,265.57 100.00% 1,313,296,265.57 100.00% 

其中：货币资金 22,200,446.44  234,695,446.4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6,558,841.00  1,042,558,841.00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发行

后公司的主要业务除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外，大幅增加了投资

业务，即公司成为其所管理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通过基金对外进

行投资。 

发行前后公司在相关基金中的基金份额情况对比如下： 

基金名称 
公司直接持有的经审计的基

金份额（元） 

公司直接持有经审计的的基

金份额占比 

上海永亘：   

发行前 0.00 0.00% 

发行后 148,500,000.00 100.00% 

义乌联创易富：   

发行前： 0.00 0.00% 

发行后： 271,829,644.11 60.81% 

北京联创晋商：   

发行前： 0.00 0.00% 

发行后： 542,960,071.12 98.82% 

重庆联创共富：   

发行前： 0.00 0.00% 

发行后： 171,081,308.96 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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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艾迪女

士。本次发行完成后艾迪女士仍持有公司股份1,387.50万股，但

其持股比例从92.50%降为74.83%。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后公司的

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发行前 

（股） 

发行后 

（股） 

增量 

（股） 

艾迪 董事长、总经理 女 13,875,000.00 13,875,000.00 0.00 

合计 13,875,000.00 13,875,000.00 0.00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  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3.12.31 2014.12.31 2015.02.28 2015.02.28 

总 资 产

（元） 
60,095,402.28 84,398,415.45 104,801,265.57 1,313,296,265.57 

股东权益

合计（元） 
44,454,650.70 67,796,034.70 82,070,559.69 1,290,565,559.69 

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

净 资 产

（元） 

4.41 6.73 5.44 69.60 

资产负债

率（母公

司） 

27.33% 29.14% 21.72% 0.62% 

流动比率

（倍） 
1.32 2.49 2.66 13.14 

速动比率

（倍） 
1.32 2.49 2.66 13.14 

项  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 年 1-2 月 2015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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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

益率 
52.63% 30.98% 2.14% 0.12%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2.57 1.73 0.13 0.10 

说明：本次发行股票后的财务指标的计算是以 2015 年 1-2 月及

2015年 2月 28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依据，并按照增资完成后

的总股本摊薄测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无自愿锁定

承诺，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新增股份可以

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 联创永宣本次股票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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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创永宣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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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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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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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永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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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的特殊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33名投资人，其中30名投资人（包括自

然人21名，公司5名，合伙企业4名）是以其在联创永宣管理的基

金中的基金份额作价参与本次股票发行。 

经核查，该30名投资人在相关基金中持有的基金份额权属清

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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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次用于认购拟发行股票的基金份额，均采用资产基础法进

行评估，最终作价由发行主体与发行对象参考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和评估值，由双方协商确定。该等基金份额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评估值、发行作价金额如下表所示： 

经审计净资产值 评估值 发行作价金额 

11.35亿元 11.35亿元 9.96亿元 

主办券商认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以其持有的合伙企业

的基金份额认购公司增发的股票，符合《合伙企业法》和《公司

法》的规定。 

(八) 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均签署了《承诺

函》，自愿放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因此现有股东

无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权。 

(九)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股份支付，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

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主要目的为了增强公司竞争力、补充公司运营

资金，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本次发行股票无锁定期，无回

赎条款，并非以获取认购对象持续服务作为对价，本次发行不适

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对股份支付的确认，符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的

规定。 

(十) 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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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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现有股东为3名自然人，不存在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经核查，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5名为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4名为私募投资基金，均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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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具体

情况如下： 

1、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序号 认购对象 登记/备案编号 登记/备案日期 

1 
北京天星汇通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P1007497 2015年 1月 29日 

2 深圳泛盈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P1000291 2014年 5月 26日 

3 西藏文豪通和投资有限公司 P1022759 2015年 9月 01日 

4 
睿安恒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P1013489 2015年 5月 15日 

5 上海哲仁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P1022354 2015年 9月 2日 

2、 私募投资基金 

序号 认购对象 登记/备案编号 登记/备案日期 

1 
上海坚果蓝翠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S39418 2015年 06月 25日 

2 
上海歌斐惟勤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10000000117726 2014年 04月 22日 

3 东银汇杰新三板 1号私募投资 S81824 2015年 0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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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4 磐石瑞通新三板小牛 1号基金 S38193 2015年 06月 17日 

经主办券商核查，新疆海宁希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智富华

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两家公司均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联创永宣，

不存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

也未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因此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须办理私募备案。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联创永宣现有股东及本次股票认

购对象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已经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十一）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1、对本次发行对象财产份额转让程序问题的说明 

作为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的对价，发行对象需要将其持有的

基金份额转让给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

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

致同意。 

经主办券商核查，除上海永亘外，本次股票发行所涉基金的

《合伙协议》均约定，“对于一项有关有限合伙权益转让的有效

申请，普通合伙人有权独立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因此，

对于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合伙协议》已作出例外约定，由普

通合伙人同意即可，无需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普通合伙人系联创

永宣控制的企业，已书面同意该等财产份额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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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亘的《合伙协议》约定，“对于一项有关有限合伙权

益转让的有效申请，全体合伙人有权独立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

定”，因此，上海永亘的合伙人转让权益应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上海哲仁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永亘的唯一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系联创投资控制的企业，已书面同意该等财产份额转

让。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中基金份额转让符合上

述《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对联创永宣作为基金管理人，其管理的基金的合伙人认

购联创永宣发行的股票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问题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中，部分为联创永宣或其控制的企

业所管理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由联创永宣控

制的企业担任，根据基金《合伙协议》的约定，基金的普通合伙

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基金的投资事项和日常经营事项具有

管理职能；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作为投资人，对基金负有出资义务，

不参与基金日常经营管理。有限合伙人系独立的主体，联创永宣

对基金有一定的控制权，但其权利仅限于基金本身的投资和日常

经营事项，不能及于有限合伙人，亦无法控制或者影响有限合伙

人的投资决策。 

经主办券商核查，作为认购对象的合伙人与公司股东、董事

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基金的合伙人认

购联创永宣发行的股票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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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的

条件； 

（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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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合法、合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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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资金已全部缴付并由验资机构验证确

认，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且合法有

效；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增资扩股协议》等相关协议系各方

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对公司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

力； 

（五）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放弃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和结

果合法合规； 

（六）本次股票发行存在30名投资人以其所在基金中的基金

份额认购公司股票的情况。经核查，该30名投资人在上海永亘、

义乌联创易富、北京联创晋商、重庆联创共富四支基金中的基金

份额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也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针对上海永亘、

义乌联创易富、北京联创晋商、重庆联创共富四支基金出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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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15]京会兴专字第69000098号”、“[2015]京会兴专字第

69000099号”、“[2015]京会兴专字第69000097号”、“[2015]

京会兴专字第690000100号”的《净资产专项审计报告》；北京

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针对上海永亘、义乌联创易

富、北京联创晋商、重庆联创共富四支基金合伙人全部权益价值

出具编号为“国融兴华评报字[2015]第010445号”、“国融兴华

评报字[2015]第010444号”、“国融兴华评报字[2015]第010443

号”、“国融兴华评报字[2015]第010442号”《评估报告》。 

该30名投资人均与联创永宣签署《出资份额转让协议》，将

其所持有的相应基金份额转让给联创永宣。上述协议当事人主体

资格均合法有效，意思表示真实、自愿，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议合法有效。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发行对象中，5名为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4名为私募投资基金，均已经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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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

案程序。公司现有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者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无需履行有关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登

记备案程序。 

（八）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1、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中，部分为联创永宣或其控制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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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管理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由联创永宣控

制的企业担任，根据基金《合伙协议》的约定，基金的普通合伙

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基金的投资事项和日常经营事项具有

管理职能；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作为投资人，对基金负有出资义务，

不参与基金日常经营管理。有限合伙人系独立的主体，联创永宣

对基金有一定的控制权，但其权利仅限于基金本身的投资和日常

经营事项，不能及于有限合伙人，亦无法控制或者影响有限合伙

人的投资决策。 

经核查，作为认购对象的合伙人与公司股东、董事之间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基金的合伙人认购联创永

宣发行的股票不构成关联交易。 

2、发行对象财产份额转让程序的相关情况 

作为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的对价，发行对象需要将其持有的

基金份额转让给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

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

致同意。 

经核查，除上海永亘外，本次股票发行所涉基金的《合伙协

议》均约定，“对于一项有关有限合伙权益转让的有效申请，普

通合伙人有权独立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因此，对于合伙

人转让财产份额，《合伙协议》已作出例外约定，由普通合伙人

同意即可，无需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普通合伙人系联创永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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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已书面同意该等财产份额转让。 

上海永亘的《合伙协议》约定，“对于一项有关有限合伙权

益转让的有效申请，全体合伙人有权独立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

定”，因此，上海永亘的合伙人转让权益应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上海哲仁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永亘的唯一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系联创投资控制的企业，已书面同意该等财产份额转

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中基金份额转让本次股

票发行中基金份额转让已经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要求完成相应操作。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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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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