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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天涯社区、

发行人
指 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海南达维 指 海南达维互联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天创 指 海口天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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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以

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以下简称“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成

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万股，募集资金6,600万元。

(二)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说明

公司目前正处于业务转型阶段，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泛文化娱乐

平台建设并聚焦于原创内容挖掘及IP版权运营和移动端产品研发，

同时用于升级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本

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

求，缓解公司当前的流动资金压力，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

力。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的分配情况如下：

1、泛文化娱乐平台建设4,000万元；

2、移动端产品研发600万元；

3、升级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基础设施建设200万元；

4、补充流动资金1,800万元。

(三) 发行价格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2元。

根据公司2015年12月31日审计报告，公司经审计的归属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906,973.44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22元，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3,551,691.94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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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生产经营成

长性、经营管理团队建设、投资者身份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协

商后确定。

(四)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公司股权登记日（2016 年 4 月 7

日）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本次发行股票的享有优先认购权，认

购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

限的乘积。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在册股东应不晚于2016年 4月 26日，

将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意向书提交至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处，逾期

通知或未向公司书面通知行使本次优先认购权的股东，视为放弃行

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在册股东邢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公司在册的其他股东

均因未在《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时间内向公司书面通知行使本次

优先认购权，而放弃对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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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的股份数量和方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方式

1 海南橙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0 3,300 现金

2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2,200 现金

3 邢明 50 1,100 现金

合计 300 6,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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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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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3名发行对象中海南橙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华夏幸福基

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新增外部投资者，邢明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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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对象邢明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公司在册主要股东达维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在册股东无关联关系。

(六)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前，邢明直接持有公司34,226,370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36.8025%，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后，邢明直接持有公司34,726,370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36.1733%，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七)本次发行无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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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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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票最终发行对象为1名自然人，2个机构投资者，发

行后公司新增股东2名。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由原来的26名

增加到28名，公司股东总数不超过20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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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的情形。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无须向证监会申请核准。

(八)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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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股）

股权比

例(%)
限售股数

1 邢明 34,226,370 36.8025 25,669,778

2 海南达维互联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00,000 10.6452 4,500,000

3 北京君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365,726 7.9201 0

4 江伟强 7,036,000 7.5656 0

5 倪正东 5,772,672 6.2072 4,329,504

6 李木 4,840,560 5.2049 0

7
北京开信派瑞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3,600,000 3.87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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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淑民 3,538,672 3.8050 0

9 詹颖珏 3,024,000 3.2516 0

10 海口天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 3.2258 1,000,000

合计 82,304,000 88.4989 35,49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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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股）

股权比

例(%)
限售股数

1 邢明 34,726,370 36.1733 26,044,778

2 海南达维互联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00,000 10.3125 4,500,000

3 北京君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365,726 7.6726 0

4 江伟强 7,036,000 7.3292 0

5 倪正东 5,772,672 6.0132 4,329,504

6 李木 4,840,560 5.0423 0

7
北京开信派瑞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3,600,000 3.7500 0

8 吴淑民 3,538,672 3.6861 0

9 詹颖珏 3,024,000 3.1500 0

10 海口天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 3.1250 1,000,000

合计 82,804,000 86.2542 35,87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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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直接持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直接持股）

持股比例

（%）

无

限

售

条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8,556,592 9.20 8,681,592 9.04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1,668,168 1.79 1,668,168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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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直接持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直接持股）

持股比例

（%）

件

的

股

份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46,600,958 50.11 49,100,958 51.15
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合计
56,825,718 61.10 59,450,718 61.93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25,669,778 27.60 26,044,778 27.13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5,004,504 5.38 5,004,504 5.21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5,500,000 5.91 5,500,000 5.73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合计
36,174,282 38.90 36,549,282 38.07

总股本 93,000,000 100.00 96,000,000 100.00

*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因算过程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26名；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自然人投资

者为发行前在册自然人股东，本次发行新增机构投资者2名；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28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6,600万元。截至2015年

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6,085.26万元，归属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2,355.17万元；流动资产为4,576.81万元，其中货

币资金为1,500.94万元。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

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

善，资金实力增强。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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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保持不变，所募集资金全部用

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泛

文化娱乐平台建设并聚焦于原创内容挖掘及IP版权运营和移动端

产品研发，同时用于升级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及补充流

动资金，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业务结构不变。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前，邢明直接持有公司34,226,370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36.8025%，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后，邢明直接持有公司34,726,370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36.1733%，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

前后持股数量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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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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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明 董事长

直接持股 34,226,370 36.8025 直接持股 34,726,370 36.1733

通过海南达维持股 9,801,000 10.5387 通过海南达维持股 9,801,000 10.2094

通过海口天创持股 773,333 0.8315 通过海口天创持股 773,333 0.8056

合计 44,800,703 48.1728 合计 45,300,703 47.1882

2 倪正东 董事 直接持股 5,772,672 6.2072 直接持股 5,772,672 6.0132

3 严宏 监事 直接持股 900,000 0.9677 直接持股 900,000 0.9375

4 张瑞铂 董事会秘书 通过海南达维持股 99,000 0.1065 通过海南达维持股 99,000 0.1031

合计 51,572,375 55.4542 52,072,375 54.2421

*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因算过程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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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2014-12-31
2015-12-31（发

行前）

2015-12-31（发

行后）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0.45 -0.25 0.44

流动比率（倍） 0.45 0.50 1.21

速动比率（倍） 0.41 0.46 1.18

资产负债率 95.88% 86.03% 61.00%

净资产收益率 -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22 -0.2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29 0.02 0.01

第三节 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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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邢明为公司董事，需根据《公司

法》办理限售，此外，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不存在其他限售安

排。本次股票认购股份总计300万股，其中，邢明认购50万股。本

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限售37.5万股，不予限售262.5万股。

第四节 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人数不超过200

人，且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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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股票核准发行的情形；

（二）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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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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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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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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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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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定向发行，公司未及时披露延期

认购公告，鉴于公司已就该等事项补充发布公告，公司未及时披露

延期认缴公告事项不构成本次发行的重大法律障碍，除此之外，公

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

（四）根据投资者提供的资料及相关信息，公司本次发行认

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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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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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均以现金认购，不存在非现金资产

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八）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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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认购对象中不存在私募基金管理人，不

需要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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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登记及备案程序；

（十）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

支付》对股份支付的确认；

（十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

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十三）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

（十四）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五）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不涉及业绩承诺、估值调整、股

份回购、优先权等任何补充约定条款。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股

票发行方案的重大调整，公司规范履行了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认购对象提前缴款并未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方造

成实质损害，认购对象的提前缴款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造

成实质性障碍。公司认购对象延迟缴款并未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

相关方造成实质损害，同时相关方亦出具声明不追究其出资迟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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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认购对象延迟缴款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造成实

质性障碍。

（十六）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对象不属于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第五节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认购协议》、《认购公告》、

《股票发行认购延期的公告》、《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后，公司

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本次发行符合《公众公司监管办法》第四

十五条规定，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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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明晰，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三）公司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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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时，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暂不确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议案时不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形。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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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公司与发行对象所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内容真实有效，合法合规，对公司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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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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发行的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六）律师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估值调整条款的合法性说明

《认购协议》对认购股份数量、认购价格、协议的生效条件、

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不涉及估值调整的条款，不

存在任何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认购

协议》的约定合法有效。

（七）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特殊说明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

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八）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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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在册股东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并经，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在册股东为：邢明、江伟强、倪正东、

李木、吴淑民、詹颖珏、顾光、林开涛、王美华、覃业洪、孙巍、

严宏、游建平、李向园、赵泽明、陈立新、张迎春、张孝宪、荆明、

海南达维互联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博瑞盛德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君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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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有限合伙）、海口天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温

纳联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开信派瑞资本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经核查机构股东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私

募投资基金证明》、说明文件及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检索，该等股东

有关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情况如下：

（1）属于《私募基金暂行办法》及《私募基金备案办法》项

下的私募投资基金的股东

经核查，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属于《私募基金暂行办法》及《私

募基金备案办法》项下的私募投资基金的股东的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

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

1 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已办理 已办理

（2）不属于《私募基金暂行办法》及《私募基金备案办法》

项下的私募投资基金的股东

根据相关股东提供的文件和说明、公司的说明并经核查，以下

股东不属于《私募基金暂行办法》及《私募基金备案办法》项下的

私募投资基金：

序

号
股东名称 备注

1
海南达维互联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海南达维互联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

资料、公司章程及公司说明，海南达维互联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员工持股公司，不属于《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因此，无需办理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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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备注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2
北京博瑞盛德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博瑞盛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

料、公司章程及公司说明，北京博瑞盛德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系由上市公司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资金均来源于成都博瑞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的自有资金，未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因此，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

3
北京君联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根据北京君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工商登

记资料、合伙协议及公司说明，北京君联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联想控股（天津）

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君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向第三

方募集资金的情形亦未委托第三方进行管理，不属

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因此，

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

4
海口天涯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根据海口天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工商登

记资料、合伙协议及公司说明，海口天涯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出资设立海口天涯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的目的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海口天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出资的

资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

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其资产也未委托基金管理

人进行管理，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

投资基金，因此，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5
上海温纳联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上海温纳联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

的说明，上海温纳联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人出资的资金、购买公司股票的资金均为自有

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其资产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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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备注

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资

基金的管理人，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

募投资基金，因此，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6
北京开信派瑞资本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根据北京开信派瑞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

的说明，北京开信派瑞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人出资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

集资金的情形，其资产也未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

理，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因此，

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不

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

2.本次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3 名，分别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橙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邢明。

根据相关发行对象提供的文件和说明并经核查，上述发行对象

均不属于《私募基金暂行办法》及《私募基金备案办法》项下的私

募投资基金：

序

号
股东名称 备注

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

限公司

根据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公开披露文件及公司说明，华夏幸福基业股

份有限公司系 A股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产业新城

开发建设，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

资基金，因此，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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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备注

2
海南橙红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根据海南橙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及公司说明，海南橙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由

杨光东、杨光宇合资设立的公司，海南橙红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的资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

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其

资产也未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不属于《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所规范的私募股权基金，因此，无需办理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九）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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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发行过程、发行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公众公司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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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股票发行方案调整

公司在 2016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在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股票发行方案。股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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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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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等议案，并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股票发行方案》（修订）、《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为更清晰明确披露股票发行方案，对募集资金可

行性、必要性及测算进行了详细说明，明确了各事项的预计投资金

额，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修订）（更

正）公告》及《股票发行方案（修订）（更正后）》；上述调整均

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规定的股票发

行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股票发行方案的重大调整，公司规范履行

了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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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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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