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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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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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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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邦股份、股份公司 指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主办券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股票发行方案 指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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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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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亿邦股份 

证券代码 833294 

法定代表人 胡东 

董事会秘书 王素峰 

注册地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36 号 2 幢 

办公地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36 号 2 幢 

电话 0571-88179033 

传真 0571-88179089 

电子邮箱 dsh@ebang.com.cn 

公司网址 www.ebang.com.cn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为满足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保障公司经营稳定发展，拟实施本次股票发行工

作，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区块链

计算设备项目实施，提高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为确定对象的定向发行，公司拟向银江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国富鼎源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胡东定向发行股票，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最高出资额

（万元） 

认购 

方式 

最高拟认购

股份数量

（万股） 

与本公司关联

关系 

1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货币 400.00 无 

2 
深圳市国富鼎源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货币 200.00 无 

3 胡东 1,005.00 货币 67.00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合计 10,005.00 - 66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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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609121494M 

成立日期 1992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655,789,086.00 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杭州市益乐路 223 号 1 幢 1 层 

法定代表人 章建强 

经营范围 

交通、医疗、建筑、环境、能源、教育智能化及信息化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设计，工业自动化工程及产品、电

力、电子工程及产品、机电工程及产品的设计、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成果转让，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

智慧城市信息化的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技

术服务，数据处理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及设备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深圳市国富鼎源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深圳市国富鼎源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8893596 

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17 日 

主体类型 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蛇口南海大道 1079 号花园城数码大厦

B 座 202、203-8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财富港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托代表：肖

娓颍）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深圳市国富鼎源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完成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 

（2）胡东 

胡东先生，1973 年 12 月生，中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学历。1998 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2008 年取得浙江大

学工商管理学硕士。1998 年 7 月至今任浙江工业大学教师，2010 年 1 月至今任

亿邦股份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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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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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银江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国富鼎源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或在册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发行对象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对象相互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3、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在公司发行新股时，批准发行新股之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公司在册股东无本

次股票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5.00 元/股。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本为 105,105,000.00 股，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3310000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 2016 年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440,427.15 元，基本每股收

益为 0.12 元/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72 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

盈率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协商后最终确定。 

本次股票发行是与发行对象在充分熟悉市场及本次交易情况的前提下自主

协商定价，均为现金认购。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 15.00 元，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每股净资产 1.72 元。公司在 2016 年 1 月 28 日完成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发

行价格为 7.00 元/股，此次发行价格高于上次发行价格。公司目前采取协议转让

方式，截至 2017 年 5 月 17 日公司收盘价为 16.50 元/股，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

往往高于股票发行价格，且三板市场为新兴市场，投资人出于安全考虑一般会要

求有一定的折价，本次发行价格每股 15.00 元符合当前市场估值水平，价格公允，

不属于股份支付的情形。 

（四）发行数量及金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667.00 万股（含 667.00 万股），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5.00 万元（含 10,00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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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的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实施权益分派一次，具体如下：2016 年 4 月 11 日经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6 年 5 月 5 日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

70,07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9,109,100.00 元（含税），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其中以公司股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

每 10 股转增 5 股，不需要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0 股，需要纳税），

共计转增 35,035,000.00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05,105,000.00 股。 

公司在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日至股份认购的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

发生除权、除息情况，不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股东限售安排 

参与此次发行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公司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规定进行转让。 

本次发行股票无其他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除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法定要求进行限售外，

其余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1、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区块链计算设

备项目实施，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占募集资金比例(%) 

1 补充流动资金 4,900.00 48.98 

2 偿还银行贷款 1,100.00 10.99 

3 区块链计算设备项目 4,005.00 40.03 

合计 10,00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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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经营情况及项目投资进展先行用自有资金

投入，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2、补充流动资金 

（1）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由于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2016 年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增长了 31.08%。2017

年公司原材料需求预计将持续增长，能源消耗、税金及工资支出也大幅增加；公

司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造成较大的资金缺口。虽然公司加大现金管理力度，并合

理使用金融工具解决资金，但仍无法满足业务增长所带来的资金需求。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

进一步增强，降低经营压力和提升盈利水平，增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2）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过程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项资

产和负债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

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程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的预测说明： 

公司自成立以来，业绩稳步提升，公司 2014 年营业收入为 5,239.75 万元，

2015 年营业收入为 9,214.02 万元，较 2014 年增长了 75.85%；2016 年营业收入

为 12,077.54 万元，较 2015 年增长了 31.08%；2016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959.05 万

元，2017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2,658.10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177.16%。

公司所处的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参考 2014、2015、2016 年营业收入增长

率，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已完成的良好业绩和未执行在手订单情况，以及

业务增长趋势，公司管理层合理且谨慎预计 201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 35.00%，

2017 年预计营业收入可完成 16,304.68 万元。 

本次测算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瑞华审字【2017】33100008

号”《2016 年审计报告》为基期，2017 年为预测期，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占比 2017 年预计 

营业收入 120,775,441.28 100.00% 163,046,845.73 

应收账款 102,332,558.21 84.73% 138,148,9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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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 24,099,555.81 19.95% 32,534,400.34 

其他应收款 461,399.08 0.38% 622,888.76 

存货 49,345,034.86 40.86% 66,615,797.06 

其他流动资产 2,689,791.79 2.23% 3,631,218.92 

经营性流动资产 178,928,339.75 148.15% 241,553,258.66 

应付票据 12,336,110.64 10.21% 16,653,749.36 

应付账款 13,415,037.78 11.11% 18,110,301.00 

预收款项 596,756.69 0.49% 805,621.53 

应付职工薪酬 5,235,503.81 4.33% 7,067,930.14 

应交税费 5,489,414.83 4.55% 7,410,710.02 

其他应付款 812,407.25 0.67% 1,096,749.79 

经营性流动负债 37,885,231.00 31.37% 51,145,061.85 

流动资金占用额 141,043,108.75 116.78% 190,408,196.81 

营运资金缺口 49,365,088.06 

注：2014、2015、2016 年数据均为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与已公

开披露 2015 年、2016 年年报披露数据一致。上述 2017 年营业收入预测并不构

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依据上述预计营业收入进行投资决

策，投资者依据上述营业收入预测进行投资决策而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

责任。 

根据上述测算，2017 年末公司流动资金占用额为 19,040.82 万元，减去 2016

年流动资金占用额 14,104.31 万元，公司新增流动资金需求为 4,936.51 万元，本

次增发所募集资金中预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4,900.00 万元，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

金压力，满足公司稳健发展、持续增长的需要。 

3、偿还部分银行贷款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瑞华审字【2017】33100008 号”

《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借款余额为 67,460,859.60 元，均为

短期借款性质，因而 2017 年偿还借款资金需求较大。预计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偿

还的贷款明细如下： 

融资方式 贷款人 
利率
(%) 

贷款期限 
贷款余额 

（元） 
贷款用途 

信用借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营业部 
4.37 

2016.11.02—
2017.07.13 

3,000,000.00 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信用借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4.35 2016.11.16— 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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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杭州分行营业部 2017.07.13 

信用借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营业部 
4.35 

2016.11.24—
2017.07.13 

2,000,000.00 

信用借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营业部 
4.35 

2016.12.14—
2017.07.13 

2,000,000.00 

合计 11,000,000.00 

本次公司通过定向发行，预计将所募集资金中 1,10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公司偿还上述贷款后，将有效降低公司财务杠杆并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增强

公司资本实力，减少利息费用支出及缓解财务压力，促进公司快速发展。 

4、区块链计算设备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本项目针对以专用集成电路芯片为核心的区块链计算设备，公司目前在售的

翼比特产品，使用了自主研发的基于 14nm 工艺的芯片，可以提供 6.3TH/S 的算

力，可靠性与市场上同类型产品相比竞争力较强。2016 年区块链计算设备的研

发取得较大突破，相应推出的翼比特产品业务取得销售增长，贡献一定收入。基

于市场需求，2017 年公司将继续拓展区块链计算设备项目，本次项目研发、生

产、销售计划投入总额 4,005.00 万元，预计将取得较大收益。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a、 国家政策引导 

“十三五”期间，国家出台《“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规划》中提

到，到 2020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息化能力跻身国际前列，其

中区块链技术首次被列入了《国家信息化规划》。区块链作为下一代全球信用认

证和价值互联网基础协议之一，越来越受到政府机关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区块链

技术与应用迅猛发展。 

b、 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市场上只存在少数几家能够提供区块链计算设备的公司，区块链计算

设备以大量芯片为核心，为了提供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芯片，设备厂商需

要使用先进的工艺节点，进行复杂深入的设计，具有较高的设计门槛。同时市场

的快速部署需求，又需要设备厂商对上下游供应商具备较强的整合能力，对自有

的设计有充分的把握。因此市场上能够供给的设备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在区块

链领域中，区块链计算设备存在着供给不足的状态。另一方面，区块链计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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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研发周期过长，芯片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才能保障研发速度适应

市场的需求。 

c、 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在保持原有通信设备稳定增长的同时，本次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扩展区块链

计算设备项目，促进该业务的快速增长，从而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

本次募集资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公司持

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d、 扩大生产规模 

公司2016年年底研制出翼比特E9区块链计算设备并投入市场，自销售以来，

客户数量及订单随之增加，收入大幅增长。公司目前正在研发的新一代产品将采

用更为先进的生产工艺，不仅大幅提升了计算性能、降低了系统成本，并且显著

地加强了公共区块链的安全强度，推动了整个区块链领域基础计算设备的升级换

代。公司在区块链计算芯片领域的研发速度和技术水平均处于业内领先地位，区

块链计算设备项目的实施将巩固公司技术领先地位，扩大公司区块链计算设备生

产规模，扩充收入，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区块链计算设备领域的市场地位。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凭借通信行业多年的经验与积淀，专业从事数据通信与芯片设计，紧跟

市场需求和国家政策引导，重点发展区块链核心与设备，组建了核心的研发团队，

建立了自己的 IDC 中心；公司总部设有省级企业研发中心，近 100 人的研发团

队；核心成员均有 10 年以上研发管理经验，完整的软硬件开发能力。此外，公

司在武汉设立分公司，在武汉武大慧园成立了研发分部，同时在西安凯创国际也

成立了研发分部，实力强劲的研发团队为公司在全国形成网络布局及拓展提供技

术支持，且公司于 2016 年在区块链计算设备的研发已取得较大突破，推出翼比

特产品受到市场认可。 

因此，公司具备承担上述项目的能力，项目实施具有可行性。 

（4）项目投资需求测算 

本次区块链计算设备项目计划首期投入总额 4,005.00 万元，具体资金需求测

算如下： 

序号 项目内容 预计投资金额(万元)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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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材料采购 2,900.00 72.41 

2 生产及检测设备采购 700.00 17.48 

3 项目研发 405.00 10.11 

合计 4,005.00  100.00 

a、 原材料采购测算 

根据市场需求，公司预计本年将扩大区块链计算设备产品生产规模，为完成

生产计划，需采购大量原材料，测算如下： 

项目 预计采购数量

（万件） 

预计平均单价   

 （元/件） 

预计投入资金   

 （万元） 

电子材料 3,200.00 0.80 2,560.00 

结构件 16.00  19.00 304.00 

包材辅料 20.00 1.80 36.00 

合计 2,900.00 

b、生产及检测设备采购，公司为满足生产需求准备购置两条生产线，包含

高速印刷机 2 台、SPI 检测仪 2 台、AOI 检测仪 1 台、无铅热风回流炉 1 台、高

速贴装机 4 台、SMT 接驳台 8 台、螺杆空气压缩机 1 台、冷冻式干燥机 1 台、

过滤器 3 台，设备投资预算 700.00 万元。 

c、项目研发投入测算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研发人员工资 230.00 人均工资23万/人年*10人 

研发材料购置 125.00 

购置研发所需电子材料、结构

件等材料，根据目前市场定价，

预计需125.00万元 

研发办公支出 50.00 研发人员电脑等办公设施购置 

合计 405.00  

（5）募集资金用途及投入安排 

本次募集资金中 4,005.00 万元用于区块链计算设备项目实施，本项目实施具

体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具体用途 预计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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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块链计算设备

项目 

原材料采购 2,900.00 

2 生产及检测设备采购 700.00 

3 项目研发 405.00 

合计 4,005.00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适当安排资金投入，并于 2017 年完成本项目全部

资金投入及项目实施计划，以确保公司 2017 年区块链计算设备产品的收入及整

体业绩增长。 

（八）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已完成一次股票发行，2015 年 12 月 16 日，经公司 201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股票 8,000,000.00 股，发行价格 7.0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56,000,000.00 元。前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

化财务结构。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收到《关于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316 号）。 

前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财务结构，截止本次股票发行

方案提交之日，前次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56,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92,753.20 

募集资金净额 56,092,753.20 

二、募集资金使用 56,092,753.20 

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办公设备采购 3,352,359.71 

差旅费 2,373,011.16 

交通运输费 474,813.20 

固定资产采购 2,395,575.84 

水电费 553,3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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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为公司增加了 56,092,753.20 的流动资金，有效地缓解了公司

的日常经营资金压力，提高了公司资金流动性，降低了财务风险，促进了公司经

营业绩的提升。同时，通过前次募集资金，引入了外部投资者，进一步优化了公

司股权结构，提升了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使公司发展更规范更健康，

进而提高了公司价值。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 关于《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之认购合同》的议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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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截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69 名，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投资

者累计不超过 35 名。故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预计不会超过 200 人。

本次股票发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则履行股

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本公司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如截至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公司将依

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最终以前述监管机构核准的

方案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税款 7,200,623.46 

薪酬 10,952,876.99 

研发费 5,119,947.07 

原材料采购 23,670,176.60 

三、募集资金余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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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

整体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综合竞争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二）本次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

股东权益有积极的影响，增加了他们在公司的权益。 

（三）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的情形。 

（三）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没有受到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四）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股份认购协议书主要内容 

1、股份认购协议书签署主体及签订时间 

序号 甲方（发行对象） 乙方（发行人） 签订时间 

1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4/24 

2 
深圳市国富鼎源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5/15 

3 胡东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5/15 

2、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甲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应在接到乙方发出的认购确认通知后，在

规定时间内向乙方指定的股票发行账户缴付全部认购金额。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在经乙方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事项后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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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5、自愿限售安排 

无。 

6、估值调整条款 

无。 

7、违约责任 

本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各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由此造成的

守约方的损失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项目负责人：梁文彧 

项目经办人：梁文彧、刘光涛、丁峰 

电话：025-52868375 

传真：025-52868375 

（二）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郑金都 

住所：杭州市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北楼 20 楼 

项目律师：陈其一、陈志远 

电话：0571-87206788 

传真：0571-87206788 

（三）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剑涛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5-11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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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会计师：倪元飞、高莉莉 

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七、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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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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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签署页） 

 

全体董事签名： 

胡 东___________  王素峰 ___________彭春娟 ___________ 

章 昊 ___________ 汪红勇 ___________ 

全体监事签名： 

陈 洁 ___________ 包兴刚 ___________ 吴树兴 _____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胡 东 ___________ 彭春娟 ___________ 王素峰 ___________ 

李 丽 ___________ 

 

浙江亿邦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