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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公司、本公司、良品电商、发行人 指 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股东大会 指 
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定向发行、本次

发行 
指 良品电商向特定投资人定向发行股票 

在册股东 指 2016年 10月 28日登记在册的股东 

拥湾创投 指 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 指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 指 
《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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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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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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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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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880,000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1,320,000.00 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0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经营管理团队建设、成长性、

每股净资产、流动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的了上述

认购价格。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2016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之规定：“公司股

份总数为 755 万股,公司的股份均为普通股，同股同权，无其他种类股。公司股

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公司现有股东对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票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因此，本次发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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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名新增自然人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股东性质 

1 王昊鹏 192,000 288,000.00 现金 境内自然人 

2 武珊珊 104,000 156,000.00 现金 境内自然人 

3 郝景富 104,000 156,000.00 现金 境内自然人 

4 金寰宇 88,000 132,000.00 现金 境内自然人 

5 赵鹏 72,000 108,000.00 现金 境内自然人 

6 刘刚 56,000 84,000.00 现金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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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吕欣 64,000 96,000.00 现金 境内自然人 

8 景艳玲 200,000 300,000.00 现金 境内自然人 

合计 880,000 1,320,000.00 -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王 昊 鹏 ：男 ， 1983 年 11 月 出 生 ，中 国 国 籍， 身 份证号 码 为

37040219831129****，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武珊珊：女，198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37020519890201****，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郝景富：男，198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23020419840208****，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金寰宇：男，1985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23010219850723****,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赵鹏：男，1987 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37078119870627****,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刘刚：男，1982 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37040219820202****,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吕欣：女，1983 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23010419830828****,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景艳玲：女，196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23020219640709****,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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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对象景艳玲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景奉平先生系姐弟关系；王昊

鹏与吕欣系夫妻关系。 

发行对象王昊鹏、武珊珊、郝景富、金寰宇、赵鹏、刘刚、吕欣及景艳玲均

为公司董事，除景艳玲外，其他七人同时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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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东景奉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4,995,000 股，持

股比例为 66.16%，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票发行后，景奉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4,995,000 股，持股比例为

59.25%，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豁免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说明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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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截止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0 月 28 日）

共有 30 名在册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合计 38人。因本次股票发

行完成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人，依据《管理办法》的规定，豁免向中国证监

会申请核准。 

（七）认购协议中的特殊条款 

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票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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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的说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景奉平先生、控股子公司（青岛同盟机

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青岛飞行之家科技有限公司及青岛仁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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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前持股数量

（股） 
发行前持股比例 

发行前限售股情况

（股） 

1 景奉平 4,995,000 66.16% 4,995,000 

2 田荣 555,000 7.35% 555,000 

3 拥湾创投 390,000 5.17% 0 

4 黄挺 311,000 4.12% 0 

5 姜明辉 300,000 3.97% 0 

6 董尚利 300,000 3.97% 0 

7 广发证券 224,000 2.97% 0 

8 于壮 210,000 2.78% 0 

9 财富证券 77,000 1.02% 0 

10 周运南 57,000 0.75% 0 

合计 7,419,000 98.26% 5,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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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名在册股东未参与此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后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发行后持股数量

（股） 
发行后持股比例 

发行后限售股情况

（股） 

1 景奉平 4,995,000  59.25% 4,995,000  

2 田荣 555,000  6.58% 555,000 

3 拥湾创投 390,000  4.63% 0 

4 黄挺 311,000  3.69% 0 

5 姜明辉 300,000  3.56% 0 

6 董尚利 300,000  3.56% 0 

7 广发证券 224,000  2.66% 0 

8 于壮 210,000  2.49% 0 

9 景艳玲 200,000  2.37%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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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昊鹏 192,000  2.28% 192,000  

合计 7,677,000 91.07% 5,9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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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 --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2,000,000 26.49% 2,000,000 23.7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000,000 26.49% 2,000,000 23.72%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995,000 66.16% 4,995,000 59.25%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55,000 7.35% 1,435,000 17.02%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550,000 73.51% 6,430,000 76.28% 

总股本 7,550,000 100.00% 8,43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0 月 28 日）公司股东人数

为 30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8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38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流动资产将进

一步增加。与本次发行前比较，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资产结构

更稳健，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实力。 



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9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为一站式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在第三方电

子商务平台及其他电子商务领域为企业提供包含电子商务代运营、顾问、咨询、

培训、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与运营等电子商务服务。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进而更好的支持公司业务的发展。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仍然为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及其他电子商

务领域为企业提供包含电子商务代运营、顾问、咨询、培训、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与运营等电子商务服务。 

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景奉平先生，持股比例为

总股本的 66.16%。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景奉平先生，持股比例

为总股本的 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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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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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奉平 董事长 4,995,000 66.16% 4,995,000 59.25% 

2 王昊鹏 
董事、总经

理 
0 0 192,000 2.28% 

3 武珊珊 
董事、副总

经理 
0 0 104,000 1.23% 

4 郝景富 
董事、副总

经理 
0 0 104,000 1.23% 

5 金寰宇 
董事、副总

经理 
0 0 88,00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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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鹏 
董事、副总

经理 
0 0 72,000 0.85% 

7 刘刚 
董事、副总

经理 
0 0 56,000 0.66% 

8 吕欣 

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

会秘书 

0 0 64,000 0.76% 

9 景艳玲 董事 0 0 200,000 2.37% 

10 田荣 
监 事 会 主

席 
555,000 7.35% 555,000 6.58% 

合计 5,550,000 73.51% 6,430,000 76.28% 

除上表所列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有公司股份外，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三）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本次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7 -0.37 

净资产收益率（%） 72.32 -36.12 -36.1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74 -0.77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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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净资产（元） 5.78 1.02 1.07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

产（元） 
5.78 1.02 1.07 

资产负债率（%） 29.23 12.81 11.14 

流动比率（倍） 2.80 6.33 7.50 

速动比率（倍） 2.80 6.33 7.50 

注：“发行后”财务指标以 2015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数据为基础计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有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持有的公司新增股份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满后，发行对象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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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 24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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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电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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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电商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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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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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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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电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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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电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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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权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要求。 

（八）本次股票发行适用股份支付的会计核算。 

（九）公司现有股东拥湾创投为私募投资基金已履行了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和公司其他现有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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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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良品电商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未签订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稀释等特殊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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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殊条款的监管要求。 

（十一）公司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王昊鹏、武珊珊、郝景富、金寰宇、赵鹏、

刘刚、吕欣和景艳玲等 8名新增自然人投资者，不存在持股平台情形。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三）公司已建立并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并就本次

发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账户、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且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至

专户进行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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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相关

要求。 

（十四）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五）截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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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十六）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七）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挂牌后首次发行，不存在需要就前次募集资金

开立三方监管专项账户的情况，不涉及连续发行的问题。 

（十八）本次股票发行股份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资产

认购发行股份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有限售安排：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持有

的公司新增股份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限售期满后，发行对象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 24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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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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电商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经股转公司

同意在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已被纳入中国证监会监管的非上市公众公司，

具有本次定向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良品电商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三）发行对象属于符合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

条件的合格投资者，符合《监管办法》第三十九条及《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

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会、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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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所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公司及本次发行

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无优先认购安排，符合相关规范性要求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现有股东的利益。 

（七）公司现有股东及发行对象中应当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手续的非自然人股东均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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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履行

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八）公司合法规范经营，本次发行主体、控股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九）本次发行对象为自然人投资者，不存在持股平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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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投资者系以其自有资金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的股份，所认购股份的直接持有方为最终持有方，不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类似

安排的情况，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十一）本次发行对象自愿接受限售安排，《股份认购协议》未设置估值调

整条款（包括以达到约定业绩为条件的股权质押、股权回购或现金支付等），亦

不存在对赌、价格调整、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二）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非现

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十三）公司本次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的情况。 

（十四）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

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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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过程及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

公管理办法》、《股转系统业务规则》、《股票发行业务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发行尚需按

照规定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六、股票发行方案调整 

与《股票发行方案》相比，公司本次发行各中介机构信息中，主办券商和会

计师事务所的信息发生了变化。 

1、主办券商的项目负责人由阎鹏变更为王堃，变更后具体信息如下： 

主办券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住所： 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4301-4316 房 

联系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5303 

项目负责人： 王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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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 栗涵 

2、会计师事务所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由沈大智、王振兵变更为左伟、郭金明，

变更后具体信息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王晖 

住所：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3777 号中润世纪广场 18 栋 1201 室 

联系电话： 0531-81666288 

传真： 0531-81666227 

签字注册会计师： 左伟、郭金明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规定，股票发行方案

的重大调整是指以下两种情形“（1）发行对象名称（现有股东除外）、认购价格、

认购数量或数量上限、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办法的调整；（2）发行对象范围、发行

价格区间、发行价格确定办法、发行数量或数量上限的调整。”因此，上述信息

变更不属于股票发行方案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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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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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签字） 

景奉平：                           王昊鹏：                 

武珊珊：                           郝景富：                 

金寰宇：                           赵  鹏：                 

刘  刚：                           吕  欣：                 

景艳玲：                         

公司全体监事：（签字）    

田  荣：                           张  旭：                 

季怀波：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王昊鹏：                           武珊珊：                 

郝景富：                           金寰宇：                 

刘  刚：                           赵  鹏：                 

吕  欣：                           

 

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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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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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 

（六）《山东岛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 

 

 

 

青岛世纪良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