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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2016 年 12 月 28 日，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九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

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现就认购事宜安排如下： 

一、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一）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6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的议

案》。 

《公司章程》第十五条原为“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

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

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现修订为“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

种类的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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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价格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

同价额。股票发行前的在册股东无股份优先认购权。” 

（二）在册股东的认定： 

截止股权登记日（2016 年 12 月 23 日）下午，股份报价转让结

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二、投资者认购程序 

（一）投资者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的范围为公司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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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格投资者，发行对象及其认购安排具

体如下： 

序号 认购者名称 股东性质 
认购方

式 

拟认购数

量（股） 

拟认购金额

（元） 
备注 

1 赵宇明 境内自然人 现金 74,000 1,850,000.00 在册股东 

2 郑巍 境内自然人 现金 46,000 1,150,000.00 在册股东 

3 朱国金 境内自然人 现金 30,000 750,000.00 在册股东 

4 芮雯 境内自然人 现金 22,800 570,000.00 在册股东 

5 曲波 境内自然人 现金 20,000 500,000.00 在册股东 

6 方振海 境内自然人 现金 17,200 430,000.00 在册股东 

7 冯春光 境内自然人 现金 16,000 400,000.00 在册股东 

8 张月 境内自然人 现金 2,000 50,000.00 在册股东 

9 曾莹 境内自然人 现金 2,000 50,000.00 在册股东 

10 阎蓉 境内自然人 现金 2,000 50,000.00 
职工代表

监事 

11 吴长艳 境内自然人 现金 200,000 5,000,000.00 核心员工 

12 王春雨 境内自然人 现金 105,600 2,640,000.00 核心员工 

13 陆峰 境内自然人 现金 80,000 2,000,000.00 核心员工 

14 俞新 境内自然人 现金 40,000 1,000,000.00 核心员工 



公告编号：2016-013 

15 陈维奇 境内自然人 现金 2,400 60,000.00 核心员工 

16 吴志强 境内自然人 现金 140,000 3,500,000.00 
新增自然

人投资者 

合计 800,000 20,000,000.00 - 

（1）赵宇明，男，197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2）郑巍，男，1978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公司股东，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3）朱国金，男，197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本科学历，公司股东，现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4）芮雯，女，196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公司股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曲波，男，1970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公司股东，现任公司项目经理。 

（6）方振海，男，1972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专科学历，公司股东，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7）冯春光，男，1972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本科学历，公司股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8）张月，女，1982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公司股东，现任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监事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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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曾莹，女，1983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高中学历，公司股东，现任公司出纳。 

（10）阎蓉，女，1987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专科学历，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办公室人事专员。 

（11）吴长艳，女，197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高中学历，公司核心员工，现任公司项目经理。 

（12）王春雨，男，1966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本科学历，公司核心员工，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13）陆峰，男，1979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本科学历，公司核心员工，现任公司项目经理。 

（14）俞新，男，1967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大专学历，公司核心员工，现任公司项目经理。 

（15）陈维奇，男，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本科学历，公司核心员工，现任公司项目经理。 

（16）吴志强，男，1979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高中学历，现个体经营。 

依据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西路证券营业部为其出具的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资格审核表》等材料，吴志强符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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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缴款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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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缴款起始日：2017 年 1月 11 日（含当日） 

2、缴款截止日：2017 年 1月 20 日（含当日） 

（三）认购程序： 

2017 年 1 月 11 日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含当日），认购人进行

股份认购，将认购资金汇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将缴款单原件传真至公司，公司传真：024-23697333。 

2017 年 1 月 20 日前（含当日），认购人将其认购款缴纳情况电

话告知公司,公司电话：024-22508222。 

（四）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 

2017 年 1月 21 日，公司到指定账户开户行确认认购人的认购资

金到账无误后，通知认购人股份认购成功。 

（五）其他相关事项： 

1、汇款时，应严格按照“缴款指定账户”填写收款人账号、户

名，将款项汇入公司股票发行指定账户； 

2、汇款人应与出资人为同一人，不得使用他人账户代汇出资款； 

3、汇入款项时，及时提醒汇款行的经办柜员在汇款用途处注明

“投资款”字样，在缴款单备注栏中注明认购人姓名和认购股份数； 

4、汇款相关手续费由认购人自理，不得在认购资金内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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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汇款金额必须以认购人认购数量所需认购资金为准，请勿多

汇或少汇资金；认购人汇入的资金与其认购的股份不一致的，以股东

汇入的资金可认购股份最小股数为准。若有超额认购资金，公司将在

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且发行资金到账后将超额部分退回股东。 

三、缴款账户 

户名：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五爱支行 

账号：139110110670400 

汇入款项时，及时提醒汇款行的经办柜员在汇款用途处注明“投

资款”字样，在缴款单备注栏中注明认购人姓名和认购股份数。 

四、其他注意事项 

1、对于在 2017年 1 月 20 日 17 点之前收到认购人汇款单，但未

在 2017年 1月 21日 17点前收到银行出具的认购人汇款到账入账单，

公司将与银行、认购人确认未能及时到账的原因，并尽快解决出现的

问题； 

2、对于认购人在股份认购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公司将通过

电话与认购人进行及时联络，以保证认购的顺利完成；对于因由于认

购人联系电话无法联系而引起的各种责任和问题将由认购人自行承

担。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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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芮雯 

联系电话：13940453576 

联系传真：024-23697333 

邮政编码：110180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沈营路 11-2 号 102栋 8 楼 

 

 

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