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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信”或“公

司”或“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125,000 股，募集

资金 10,000,000.00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20元。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总股本为 3,300万股，2016年 1-6

月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15,215.14 元，基本每股收益

为 0.15元/股，每股净资产 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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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因素，与发行对象沟通后最终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股份发行以现金认购的，

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因本次

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故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四）本次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情况 

1.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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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于 2017年 3月 23日出具众环验字【2017】第 020007 号验资报

告对本次股票发行进行了审验。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 3名，具体认

购股数、认购金额、认购方式如下表： 

序

号 
认购者名称 

投资者

性质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

式 

1 
北京中百信科技有限

公司 

在册股

东 
2,575,658 8,242,105.60 现金 

2 
哈尔滨丁香汇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册股

东 
299,043 956,937.60 现金 

3 
中关村百校信息园有

限公司 

在册股

东 
250,299 800,956.80 现金 

合计 3,125,000 10,000,000.00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北京中百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信科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1213030X；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刘庆波；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11月01日；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411室；

经营期限：自2000年11月01日至2020年10月31日；经营范围：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投资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哈尔滨丁香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丁

香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83008855840；公司类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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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文波；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7日；住

所：哈尔滨市平房区渤海路动漫基地F座513室；经营期限：自2014

年12月17日至2019年12月16日；经营范围：以本合伙企业全部资金进

行股权投资及相关投资管理、咨询服务。 

丁香汇成立于2014年12月17日，属于私募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

金)，基金名称为：哈尔滨丁香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16年2月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备案编号为

SE2080。其基金管理人为哈尔滨丁香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登记时间

为2015年9月18日，登记编号为P1023156），管理类型为受托管理，

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中关村百校信息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百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63410907；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许晋平；注册资本：112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

2001年05月09日；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第4层414室；经营

期限：自2001年05月09日至长期；经营范围：技术服务；从事产权经

纪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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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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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的 3名认购对象均为公司的在册股东。认购对象中

百信科技、丁香汇、中关村百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认购对象中百

信科技与公司股东北京中百信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中百信仁投资”）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庆波控制。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

无任何关联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1、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为3,300万股，中百信科技持有

2,293.58万股，持股比例为69.50%，系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数为3,612.50万股，中百信科技持有

2,551.14万股，持股比例为70.6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2、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中百信科技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69.50%

的股份，刘庆波持有中百信科技90%的股权，是中百信科技的控股股

东与实际控制人；中百信仁投资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12.92%

的股份，刘庆波持有中百信仁投资83.33%的份额且为执行事务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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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本次发行前刘庆波依其间接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

（2,719.89万股，82.42%）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刘庆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中百信科技仍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70.62%

的股份，刘庆波持有中百信科技90%的股权，是中百信科技的控股股

东与实际控制人；中百信仁投资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11.80%

的股份，刘庆波持有中百信仁投资83.33%的份额且为执行事务合伙

人；因此，本次发行后刘庆波依其间接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

（2,977.46万股，82.42%）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刘庆波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六）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情形 

截至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等

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七）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股东人数 4名，本次股票发行为向 3名在册

股东定向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仍为 4名，累计不超过

200人，故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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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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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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限售股份

（股） 

1 
北京中百信科技有

限公司 
22,935,789 69.50 境内法人  22,935,789  

2 

北京中百信仁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263,158 12.92 
境内合伙企

业 
  4,263,158  

3 

哈尔滨丁香汇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157,895 9.57 
境内合伙企

业 
  3,157,895  

4 
中关村百校信息园

有限公司 
2,643,158 8.01 境内法人   2,643,158  

合  计 33,000,000 100.00  3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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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东性质 限售股份（股） 

1 
北京中百信科技

有限公司 
25,511,447 70.62 境内法人  22,935,789  

2 

北京中百信仁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263,158 11.80 
境内合伙企

业 
  4,263,158  

3 

哈尔滨丁香汇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456,938 9.57 
境内合伙企

业 
  3,157,895  

4 
中关村百校信息

园有限公司 
2,893,457 8.01 境内法人   2,64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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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6,125,000 100.00  33,000,000 

注：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为股权登记日（2017年3月3日）

的股东持股情况的基础上，考虑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312.5万股后

最终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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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股东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2,575,658 7.13 

2、董事、监事、高管 - - - -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 - 549,342 1.5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小计 - - 3,125,000 8.65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7,198,947 82.42 27,198,947 75.29 

2、董事、监事、高管 - - - -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5,801,053 17.58 5,801,053 16.06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小计 33,000,000 100.00 33,000,000 91.35 

 合  计 33,000,000 100.00 36,125,000 100.00 

注：本次发行前的股本结构为股权登记日(2017 年 3 月 3 日)的

股本结构。本次发行后的股本结构情况在股权登记日(2017 年 3 月 3

日)股本结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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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4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为向 3名在册股

东定向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仍为 4名，股东人数未发生变

化。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10,000,000.00元，公司的总

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将有一定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

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

力增强。 

以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模拟计算，本次发行

前后（并考虑了 2016年 2月、2016年 3月的两次增资）资产结构变

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股票发行后 

发行前（元） 比例（%） 发行后（元） 比例（%） 

货币资金 14,425,570.07 47.06 37,425,570.07 69.76 

应收票据 320,009.56 1.04 320,009.56 0.60 

应收账款 9,559,698.76 31.19 9,559,698.76 17.82 

预付款项 919,208.14 3.00 919,208.14 1.71 

其他应收款 3,777,954.92 12.33 3,777,954.92 7.04 

存货 147,806.12 0.48 147,806.12 0.28 

其他流动资产  - - - 

流动资产合计 29,150,247.57 95.10 52,150,247.57 97.21 

固定资产 132,029.37 0.43 132,029.37 0.25 

在建工程  - - - 

无形资产 40,855.65 0.13 40,855.65 0.08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329,109.04 4.34 1,329,109.04 2.46 

其他非流动资  - - -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0 
 

产 

非流动资产合

计 
1,501,994.06 4.90 1,501,994.06 2.79 

总资产合计 30,652,241.63 100.00 53,652,241.63 100.00 

注：①2016年 2月中百信仁投资对公司增资 300.00万元，其中

25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0.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②2016年 3月丁香汇对公司增资 1000.0O万元，其中 185.19万

元计入实收资本，814.81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信息工程监理服务及

咨询服务。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中百信监理业务管理云平台研

发、监理项目大数据平台开发以及信息化咨询业务研究与开拓。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为：信息工程监理服务及咨询

服务。 

所以，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1）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为3,300万股，中百信科技持有

2,293.58万股，持股比例为69.50%，系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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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数为3,612.50万股，中百信科技持有

2,551.14万股，持股比例为70.6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2）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中百信科技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69.50%

的股份，刘庆波持有中百信科技90%的股权，是中百信科技的控股股

东与实际控制人；中百信仁投资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12.92%

的股份，刘庆波持有中百信仁投资83.33%的份额且为执行事务合伙

人；因此，本次发行前刘庆波依其间接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

（2,719.89万股，82.42%）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刘庆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中百信科技仍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70.62%

的股份，刘庆波持有中百信科技90%的股权，是中百信科技的控股股

东与实际控制人；中百信仁投资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11.80%

的股份，刘庆波持有中百信仁投资83.33%的份额且为执行事务合伙

人；因此，本次发行后刘庆波依其间接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

（2,977.46万股，82.42%）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刘庆波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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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情况 

编

号 

股东 

名称 
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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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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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庆

波 
董事长 - - - - 

2 周威 董事、总经理 - - - - 

3 张洪 董事、副总经理 - - - - 

4 马达 董事 - - - - 

5 崔成 董事 - - - - 

6 
邹晓

光 
监事 - - - - 

7 
王安

纲 
监事 - - - - 

8 曹芹 职工监事 - - - - 

9 
卢学

哲 
副总经理 - - - - 

10 翁圻 副总经理 - - - - 

11 
曾祥

凤 
财务总监 - - - - 

12 王莉 销售总监 - - - - 

13 唐勇 董事会秘书 - - - - 

   合计 - - - -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注：本次股票发行后，依据挂牌申报期内经审计的 2015年度相

关财务数据，并考虑 2016年 2月增资 250.00万股、2016年 3月增

项  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

后 

2014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2015年 12月 31

日/2015 年度 

每股收益（元） 0.13 0.31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69 33.67 12.5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0.15 0.43 0.18 

每股净资产（元） 0.74 1.04 1.07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58.72 46.62 26.77 

流动比率 1.54 1.95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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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185.19万股及本次发行 312.50万股完成后总股本模拟测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认购方认购的股票按《公司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的相关要求办理限售，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自愿

限售的约定。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 3,125,000 股,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

股为 0股,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为 3,125,000股,无限售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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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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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中百信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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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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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自挂牌以来，能够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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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发行符合募集

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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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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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平、公正、定价结果

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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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均为现金认购，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的情形。 

（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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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股份支付的情形，不适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十）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除丁香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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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外，不存在其他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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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

或者备案。 

（十一）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1、公司股票发行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存在单纯以认购份为目的

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2、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的股票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3、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稀释、对赌等特殊条款。 

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连续发行情形，符合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

续发行>的通知》的规定。 

5、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6、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7、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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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建立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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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9、公司以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10、公司不存在前次发行中涉及承诺事项的情况。   

11、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

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不涉及购置工业楼宇或办

公用房，不用于宗教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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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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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人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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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

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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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本次股票

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合同》系各方真实意

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

合规，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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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

规。 

（六）本次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哈尔滨丁香汇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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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除此之外，

不存在私募基金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况。 

（七）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八）公司股票发行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存在单纯以认购份为目

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九）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对赌”、“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或安排的情形。 

（十）挂牌公司实施本次股票发行行为以及股票发行对象符合

《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相关要求。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连续发行的情况，符合《挂牌公司

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的相关要求。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符合《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审查要点》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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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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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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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之签署页） 

董事签字： 

 

                                                               

    刘庆波                   周威                  张洪     

 

                                            

    马达                      崔成         

 

监事签字： 

 

                                                               

    邹晓光                   王安纲                  曹芹     

 

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周威                    曾祥凤                   张洪     

 

                                                               

    卢学哲                   翁圻                    王莉     

 

                         

     唐勇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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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