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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信带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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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3 月 17 日，青岛信带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定<青岛信带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关于提名及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青岛信带

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本

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并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根据股东大会确定的股票发行方案及

授权，公司现制定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办法如下： 

一、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一）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第 8条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

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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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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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章

程》中未就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事项另作规定。但是，除了公司

11 名原在册股东确定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情形之外，公司全体

原在册股东均出具了《关于放弃股票发行优先购买权的承诺书》，均

承诺自愿放弃对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购买权，且承诺在本次股票发行

方案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之日至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认购完成期间，

其本人届时所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票将均不对外转让。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前的全部登记在册股东均不享有股份优先认

购权。 

（二）在册股东的认定 

公司在册股东是指截至股权登记日（2017 年 03 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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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股东。 

（三）在册股东缴款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对在册股东不做优先认购安排，但本次股票发行为

确定对象的非公开定向发行；发行对象共计 15名，其中包括公司 11

名原在册股东在内。参与认购的在册股东在相同条件下与其他投资者

一起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参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的在册股东缴

款安排与新增投资者相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的 11 名在册股东拟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方

式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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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姓名 
职务/身份 

认购股份数

量（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股款金额 
（人民币/元） 

出资 
方式 

1 井少杰 
原在册股东、董事

长兼总经理 
2,540,800 1.60 4,065,300.00 现金 

2 王春苗 原在册股东、董事 712,500 1.60 1,140,000.00 现金 

3 徐  聪 原在册股东、董事 500,000 1.60 800,000.00 现金 

4 李忠国 
原在册股东、监事

会主席 
416,650 1.60 666,620.00 现金 

5 马  芮 原在册股东 208,350 1.60 333,360.00 现金 

6 张延信 原在册股东 208,350 1.60 333,360.00 现金 

7 吴  江 原在册股东 200,000 1.60 320,000.00 现金 

8 王小新 
原在册股东、董

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50,000 1.60 80,000.00 现金 

9 马全利 原在册股东 41,650 1.60 66,640.00 现金 

10 王  竞 
原在册股东、副总

经理 
20,850 1.60 33,360.00 现金 

11 闫志刚 原在册股东 20,850 1.60 33,360.00 现金 

 

二、新增投资者认购程序 

（一）新增投资者认购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为确定对象的非公开定向发行；发行对象共计 15

名，其中包括 4名新增投资者，全部为公司核心员工。该 4名核心员

工的提名及认定系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向公

司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以及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提名及认定程序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投资者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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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的 4 名新增投资者拟认购股份数量及认购

方式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发行对象 

姓名 
职务/身份 

认购股份数

量（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股款金额 
（人民币/元） 

出资 
方式 

1 李  靖 核心员工 20,000 1.60 32,000.00 现金 

2 周军华 核心员工 20,000 1.60 32,000.00 现金 

3 王志国 核心员工 20,000 1.60 32,000.00 现金 

4 陈  艳 核心员工 20,000 1.60 32,000.00 现金 

（二）缴款的时间安排 

1、缴款起始日：2017年 03月 20日（含当日） 

2、缴款截止日：2017年 04月 19日（含当日） 

（三）认购程序 

1、认购人于 2017 年 03 月 20 日（含当日）至 2017 年 04 月 19

日（含当日）将此次认购全额资金按照《青岛信带通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认购合同》的约定以现金或回款的方式一次性存入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认购人于认购资金汇入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当日，

应当将汇款银行底单（或网上转账汇款电子回单）扫描件发送至公司

指定邮箱或传真至公司，同时进行电话确认（指定联系方式详见本公

告“五、联系方式”部分）。 

（四）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 

公司收到认购人的回款底单并确认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通过电

话通知认购者股份认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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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缴款账户 

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青岛信带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新源支行  

银行账号：75100188000122082 

银行对增资款缴款的要求： 

1、汇款时，收款人账号、户名需要严格按照以上信息填写； 

2、汇款金额必须以认购者认购数量所需认购资金为准，请勿多

汇或少汇金额； 

3、法人机构投资者的汇款人账号、户名应为公司账户；自然人

投资者汇款人账号、户名应为认购人本人；不得使用他人账户代汇出

资款； 

4、汇款用途或备注统一填写“信带通投资款”字样。 

 

四、其他注意事项 

1、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期间的工作时间为每日的 9：00-17：00。

认购期间的周六、日不休息。“ XX日前”是截止 XX日下午 17：00 时。 

2、认购资金汇款人、股份认购人与《股份认购合同》载明的名

称必须保持一致，须为同一人或同一机构，不得使用他人账户代缴投

资款。 

3、发行人提醒认购人与银行核实汇款所需相关手续，考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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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时间，确保认购款项能够在规定截止时间之前汇至本次发行的认

购资金缴款账户； 

4、汇款金额严格按照认购所需金额汇入，请勿多汇或少汇。认

购人汇款相关手续费由认购人自理，不能在认购资金内扣除； 

5、认购资金未按照本公告约定的期限到账，视为自动放弃认购，

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小新 

联系电话：0532-6777 1000 

传真号码：0532-6777 1000 

电子邮箱：947219461@qq.com 

邮政编码：266000 

联系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8号乙 1号楼 3202户 

 

六、公司将在完成本次股票发行相关手续后对股票发行结果予以

公告。 

 

青岛信带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03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