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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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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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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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股票发行方案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项  目  释  义 

公司、发行人、佰聆数据 指 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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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 

《公司章程》 指 《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九州证券、主办券商 指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华、注册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君合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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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佰聆数据 

证券代码： 833619 

注册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162 号创意大厦 B3 栋 1301 单元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162 号创意大厦 B3 栋 13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杨钊 

董事会秘书： 屈吕杰 

电 话： 020-37617398 

公司网址： www.brilliant-solution.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面临着较好发展机遇，为了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更好发展，

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减少债务融资带来的财务费用与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盈利水

平和抗风险能力，进行本次股票发行。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发行细则》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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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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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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册股东均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并出具相应承诺书。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确定对象为 6 名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拟认购股份

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1 杨钊 境内自然人 2,150,000 6,450,000 现金 

2 徐嵩 境内自然人 600,000 1,800,000 现金 

3 张崧 境内自然人 1,000,000 3,000,000 现金 

4 
深圳市壹伍叁陆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000 3,000,000 现金 

5 
深圳市思捷阳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000 6,000,000 现金 

6 
上海犇能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000 750,000 现金 

合  计 7,000,000 21,000,000  

公司已与上述 6 名投资者签订了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协议》，详见本股

票发行方案之“五、股份认购合同主要内容”。 

新增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1）张崧，男，身份证号码：430402197311******，1973 年出生，中国国

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5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自控系工业电器自

动化专业。现任 TCL 集团空调事业部任西北区销售总监。 

（2）深圳市壹伍叁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深圳市壹伍叁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 年 05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546177Y 

经营场所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海山路桐林花园 2B8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思捷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贺剑）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兴办企业（具体项目另行申办）；投资管理；企

业管理信息咨询。 

深圳市壹伍叁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5 年 06 月 24 日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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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基金编号为 S60589。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深圳市思捷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06 月 05 日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15346。 

（3）深圳市思捷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思捷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11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65708495X 

住所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海山路桐林花园 2B801 

法定代表人 贺剑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不含证券咨询、人才中介

服务和其它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办）；合

同能源管理。 

深圳市思捷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5 年 06 月 05 日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 P1015346。 

（4）上海犇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犇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03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3N7L2U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 

法定代表人 刘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 

从事能源科技、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建设工程施工，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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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杨钊与徐嵩为夫妻关系，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

为 29.04%和 4%，且杨钊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杨钊与公司现有股东刘涛

为兄妹关系；深圳市思捷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壹伍叁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

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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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00 元。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2,500万股。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编号为“瑞华审字【2017】44030006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经审

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528,316.71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 42,484,193.82 元，基本每股收益 0.7074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为 1.70 元。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 2016 年的经营状况、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前景、

每股净资产、融资规模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后协商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7,000,000 股

（含 7,000,000 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21,000,000 元（含 21,000,000 元）；若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小于 7,000,000 股，以发行对象实际认购的数量为准。 

（五）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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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公司融资》的规定，公司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

下简称“专户”），并将专户作为认购账户，该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公司在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六）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及其对公司股票发行价格的影响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等情形。公司在董事会决议

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不需对发行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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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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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限售。认购方就本次

认购股份无自愿限售安排。 

（八）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 21,000,000 元（含 21,000,000 元），全部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目前公司主营业务面临着较好发展机遇，为了促进公司主营业务

更好发展，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减少债务融资带来的财务费用与财务风险，提高

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进行本次股票发行。 

2、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流动资金是企业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充足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使企业避

免现金短缺、成本增加的风险。近年来，公司发展较快，流动资金需求逐渐增长，

本次发行将缓解公司现有业务增长带来的资金压力，改善财务结构，保证公司未

来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募集资金的测算过程 

公司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营运资金需

求，以 2016 年度为基期，假设各项经营流动资产和经营流动负债与销售额保持

稳定的比例关系。近年来，公司销售收入增长显著，2016 年销售收入比 2015 年

度增长 254.29%。管理层根据区域和行业客户拓展趋势，预计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销售收入分别为 12,000.00 万元、18,000.00 万元、25,000.00 万

元。 

公司流动资金缺口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告编号：2017-039 

11 

项目 
销售百分

比 

2016 年

（A） 
2017 年 2018年（B） 2019 年（C） 

营业收入 100.00% 6,258.78 12,000.00 18,000.00 25,000.00 

货币资金 25.79% 1,614.26 3,095.04 4,642.56 6,448.00 

应收账款 57.95% 3,626.95 6,953.97 10,430.95 14,487.44 

预付账款 0.86% 53.63 102.83 154.24 214.23 

其他应收款 1.73% 108.51 208.04 312.07 433.43 

存货 1.31% 81.96 157.13 235.7 327.36 

其他流动资产 0.50% 31.09 59.61 89.41 124.18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① 88.14% 5,516.40 10,576.62 15,864.93 22,034.64 

应付账款 21.25% 1,329.92 2,549.86 3,824.79 5,312.21 

应付职工薪酬 4.38% 274.28 525.87 788.81 1,095.57 

应交税费 5.05% 315.96 605.8 908.7 1,262.08 

其他应付款 0.09% 5.89 11.29 16.93 23.51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② 30.77% 1,926.05 3,692.82 5,539.23 7,693.37 

流动资金占用金额（①-②） 57.37% 3,590.35 6,883.80 10,325.70 14,341.27 

流动资金缺口(B-A)    6,735.35  

流动资金缺口(C-A)     10,750.92 

根据上表测算结果，公司流动资金缺口为 10,750.92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预

计规模为 2,100 万元。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

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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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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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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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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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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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完成两次股票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1、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6 年 3 月 17 日，佰聆数据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广州佰聆

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股票发行相关议案。根据佰聆数据本

次《股票发行方案》、《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8,500,000

股，募集资金 9,775,000 元，募集资金用途为拓展数据应用新业务模式、加大研

发投入。2016 年 5 月 4 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广州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44030007 号）确认，截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2016 年 5 月 19 日，佰聆数据取

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4035 号），确认本次股票发行

8,500,000 股，其中限售股 8,500,000 股，不予限售 0 股。 

本次股票发行公司原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原基本

账户中（银行账户：120906200910401，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广州龙口支行）。2016

年 9 月 20 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将

本次募集资金余额存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户：637967742107，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广州科学城支行）。 

截至目前，本次募集资金 9,775,000.00 元已全部使用完毕，其中用于拓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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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应用新业务模式 8,688,128.82 元，加大研发投入 1,086,871.18 元，具体情况如

下： 

项   目 金   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75,000.00 

减：拓展数据应用新业务模式 8,688,128.82 

    加大研发投入 1,086,871.18 

募集资金余额 0.00 

2、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16 年 10 月 11 日，佰聆数据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广州佰

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股票发行相关议案。根据佰聆数据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4,500,000

股，募集资金 5,760,000 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6 年 11 月

29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44030010 号），审验截至 2016 年 10 月 24 日，上

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2016 年 12 月 22 日，佰聆数据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

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9487 号），确认本次股票发行 4,500,000 股，其中限

售股 4,500,000 股，不予限售 0 股。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银行账户：

800247925409020，开户银行：广州银行香雪路支行）。 

截至目前，本次募集资金 5,760,000 元已全部使用完毕，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5,760,000.00 

减：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76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 0.00 

前次募集资金为公司增加了流动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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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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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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未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够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更

好发展，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减少债务融资带来的财务费用与财务风险，提高公

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未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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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的情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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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

谴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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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反《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

33 号）相关规定而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 

5、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国务院

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6〕33 号）相关规定而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 

6、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

形。 

五、股份认购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1、发行人：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认购人：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人 

3、签订时间：2017 年 06 月 08 日 

（二）认购方式、认购价格及支付方式 

1、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2、认购价格：人民币 3.00 元/股 

3、支付方式：本次定向发行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认购

人按照届时发布的《股票认购公告》提示的缴款时间，将认购款汇入发行人指定

账户。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本协议由双方签署，并且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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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协议生效日。 

（四）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协议无附带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五）自愿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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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限售。认购方就本次

认购股份无自愿限售安排。 

（六）估值调整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协议无估值调整条款。 

（七）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或本协议所作出的声明、承诺与保证存在虚假、重

大遗漏的，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

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

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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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创业路 108 号 

法定代表人： 魏先锋 

项目负责人： 彭婷 

项目经办人： 彭婷 

联系电话： 0755-33329829 

传真： 0755-33329815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13 号高德置地广场 E 座

13 楼 1301 室 

负责人： 张平 

项目经办人： 黄晓莉、聂明、张焕彦 

联系电话： 020-28059088 

传真： 020-28059099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负责人： 杨剑涛 

项目经办人： 张琪娜、欧昌海 

联系电话： 020-85591120 

传真： 020-855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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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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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杨  钊：               崔  岩：               赖招展：          

姜  磊：               屈吕杰：          

全体监事签名： 

沈广盈：               何  慧：               朱振航：          

杨  樊：               辛  岩：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杨  钊：               崔  岩：               赖招展：          

姜  磊：               屈吕杰：          

 

 

广州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