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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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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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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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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股票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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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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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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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公司、朗

源科技、发行人
指 无锡朗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呜哩网络 指 霍尔果斯呜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畅乐网络 指 北京畅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呜哩要播 指 北京呜哩要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主办券

商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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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朗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朗源科技

证券代码：831249

法定代表人：玉红

信息披露负责人：黄泽林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菱湖大道 180-35-401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6 号汇佳大厦 6 层

电话： 010-50829981

传真： 010-50829981

电子邮箱：huangzelin@hifun.mobi

网站地址：www.hifun.mobi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系为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帮助公司拓展互联网相关新业务，补

充流动资金，提升公司抵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持续稳步发展。

（二）发行对象以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为不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且在进行认购时不得存在失信联合惩戒的情

形。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东合计不超过 35名，且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不参与本次发行。其中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格投资者具体可包括以下 3 类：

（1）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合格自然人投资者，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签署协议之日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 10 个转让日的日均金融资产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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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2）具有 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年以上金融产品

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行业协会

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金融机构

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

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法》第四十

三条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2）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即：

1）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2）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3）《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

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

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等理财产品，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

老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机构投资者，其中：

1）认购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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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登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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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登记备案程

序。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自身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

其完成登记不作为相关环节审查的前置条件；已完成登记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其完成备案不作为相关环节审查的前

置条件，但私募投资基金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其管理人需要完成备案。上述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及私募投资基金在审查期间未完成登记和备案的，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需出具完成登记或备案的承诺函，并明确具体（拟）登记或备案申请的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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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购对象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的，需按照《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业务实施细则》、《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登记备案和自律管理办法（试

行）》及《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等相关的要求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 认购对象可向公司申报认购股票数量，由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认

购数量、认购对象的类型与公司未来发展和业务拓展方向较为契合的投资者，确

定发行对象，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应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进行认购。

2、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合格投资者防范措施

为避免本次股票发行中出现规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情况，本次发行对

象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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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

——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

答--定向发行（二）》中的规定严格落实。公司在确定具体投资者时将核查是否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同时主办券商、律师会从事前、事中、事后等多个方面

核查本次股票发行具体投资者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

（1）事前：主办券商、律师对发行方案中的投资者的具体范围和确定方法

进行核查，未发现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2）事中：主办券商、律师会协助公司持续跟踪。主办券商、律师在公司

确定具有认购意向的发行对象时和签订《股份认购协议》前，将按照《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和《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业务实施细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核查投资者的适当性资格，符合

适当性条件的投资者才能与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3）事后：主办券商及律师会在股票发行认购缴款结束后获取所有向公司

缴款的投资者名单，逐一核查，确认最终的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发行

方案中确定的适当性条件。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投资者累计不超过 35名，由公司根据拟认购对象的具

体沟通等情况，确定本次股票发行的最终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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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将不会超过 200人。

3、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在册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规定，公司在册股东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

购权，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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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本次发行前，公司现有股东均自愿放弃股份优先认购权，并向公司出具了

相应的《放弃优先认购权声明》。

（三）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3.33元，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商业模式、前次定

向发行股票价格、本公司以及同行业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

价格等因素，并与有意向发行的对象沟通后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本次拟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2、本次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675,016股（含 675,016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90,000,000.00元（含 90,000,000.00元）。

（五）公司除权、除息情况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不需要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六）本次股票发行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如有自愿锁定的承诺，由发行对象自行

确定，将在《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等文件中进行披露。非自愿锁定的股份可以

一次性进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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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曾进行过一次股票定向发行。2016年 4月 28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拟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150 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66.67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50万元（含 10,000.50万元）。公司于 2016年 5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已披露前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根据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出具的立信验字【2016】151302

号验资报告显示，公司收到前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99,999,999.75元。该募

集资金已于 2016年 5月 11日全部到位，缴存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劲松支行，账号：697287287。

公司于 2016年 6月 13日收到《关于无锡朗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

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4405号），该账户自 2016 年 5 月 11日至 2016

年 6月 13日每日存款余额不低于 99,999,999.75元，公司在此期间未使用认购人

缴存的股份认购款。

公司前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6年 6月 2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前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99,999,999.75元。

前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包含：补充流动资金，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帮助公司拓

展互联网相关新业务，提升公司抵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持续稳步发展。截至

2017年 3月 15日，公司前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上述资金均用于公

司主营业务的开展，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帮助公司通过全资

子公司呜哩网络、畅乐网络以及二级子公司呜哩要播拓展互联网相关新业务，提

升了公司抵抗风险能力，保障了公司持续稳步发展，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

品牌知名度，对公司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司已经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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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制订《无锡朗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也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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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分别于 2016年 8月 19日以及 2017年 4月 26日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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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编号:2016-049)以及《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编号:2017-039)。

2、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本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帮助公司拓展互联网相

关新业务，提升公司抵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持续稳步发展。

3、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公司目前所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公司需通过补充资金维系自身发展

自 2014 年以来，资本市场对包括互联网直播在内的文化、游戏等泛娱乐领

域关注度逐渐提高，并在 2015年四季度至 2016年二季度期间呈现爆发之势，资

本市场的火热推动了互联网直播的发展，直播平台的数量及用户数量均有显著提

升。而自 2016年三季度开始，资本市场对互联网直播行业的投资热情有所降低，

同时，由于此前大量资本涌入直播行业，催生了大量泡沫，国内各大直播平台开

始承受产能过剩与存量竞争的双重压力。

考虑到互联网直播行业前期投入较大的行业特点，在目前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的格局下，公司需要进一步补充资金方可维系自身发展。

（2）公司于 2016年进行业务转型，仍需要进一步投入资金方可进一步夯实

业务基础

2016年上半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自然人玉红，此后朗

源科技的原有业务停止，主营业务变更为通过全资子公司呜哩网络开展互联网直

播相关业务。自公司主营业务转型以来，为了迅速提升公司在直播行业的知名度

并提升活跃用户数量，公司 2016年下半年在研发、市场推广、人员引入等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致使公司 2016年度的期间费用较 2015年度明显提升。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2,060.37元，较2015年度下降 74.29%；2016

年度管理费用为 25,585,035.51元，较 2015年度增长 382.54%；2016年度销售费

用为 18,919,167.18 元，较 2015年度增长 7,171.29%。造成公司 2016年度营业收

入下降、期间费用大量上升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业务转型后，原有业务产生的收入基本萎缩，但通过委托开发及自

行研发的直播软件火星直播 APP、 要播 APP于 2016 年年中完成测试，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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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下半年才开始陆续上线进行试运营，直播平台前期注册用户少，充值消

费较低，收入增长有个缓慢培育的过程，因此导致公司 2016年度的营业收入相

比 2015年降幅明显。

2）为了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公司 2016年下半年大力进行推广

活动，导致公司 2016年度的销售费用较高；公司自主研发和委托研发产品并进

行相关版本的更新和维护，需要不断引进优秀且具有丰富行业资源以及工作经验

的人才，以适应公司业务的需求，导致公司 2016年度的管理费用较高。

虽然公司 2016年度亏损较为严重，但通过当年的资本投入，公司目前运营

的相关产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且其功能、稳定性等方面也日趋完善，

并积累了一批忠实用户，为下一步的经营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目前，公司虽然已经初步完成业务转型，但公司目前仍需要一定的外部

资金方可进一步夯实业务基础，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并尽快实现扭亏为盈。

综上，考虑到公司目前所处互联网直播行业前期投入均较大和业务转型后需

要持续投入资金等因素，公司目前仍需要进一步补充营运资金，方可保障公司后

续业务的持续开展。

4、未来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

（1）流动资金的测算方法

流动资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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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

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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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公司流动资金的测算方法如下：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应收

票据+存货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应

交税费+其他应付款

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科目和流动负债科目的预测值=调整后基期相应科目

值占基期营业收入比重×调整系数×预测期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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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条件

2016年 1-6月份，公司实现收入 307,793.17元，2016年 7-12月份，公司实

现收入 1,724,267.20元，增长比例为 460.20%；2017年 1-6月份，公司实现收入

7,761,107.67元（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 2017年半年报为准），增长比例为

350.11%。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6月 2016年 7-12月
2017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17年 7-12月
（预测）

金额 307,793.17 1,724,267.20 7,761,107.67 17,850,547.64

变动

比例
- 460.20% 350.11% 130.00%

公司营业收入在测算基期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6年上

半年尝试业务转型，原呼叫中心业务基本停止；2016 年下半年，新互联网直播

业务正常开展，相关直播 APP产品也逐步落地，公司互联网直播业务收入开始

大幅增长。2017年 1-6月，公司产品在功能、稳定性等方面日趋完善，积累了一

批忠实用户，相关产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根据公司的历史数据和互

联网行业收入增长的特点，预计 2017 年下半年较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30%，预计 2017年 7-12月的收入 17,850,547.64元，据此预测公司 2017年全年

营业收入为 25,611,655.31元。

（3）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计算过程

本次测算以 2016年度为基期，2017年度为预测期，根据流动资金估算法和

上述假设，估算过程如下：

2017年度流动资金测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基期 调整后金

额占营业

收入比例

预测期

2016年度

/2016.12.31
金额调整

调整

系数

2017年度

/2017.12.31

营业收入 2,032,060.37 100.00% 25,611,655.31

货币资金 1 24,113,644.27 - - 24,113,644.27

预付账款 2 15,098,715.93 3,260,613.10 582.57% 1.00 149,205,820.35

其他应收款 3 2,603,438.53 128.12% 0.50 16,406,826.39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41,815,798.73 189,726,2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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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2,613,754.02 128.63% 1.00 32,944,272.23

预收账款 116,090.33 5.71% 1.00 1,462,425.52

应付职工薪酬 3 2,604,355.67 128.16% 0.50 16,411,948.72

应交税费 4,266.14 0.21% 1.00 53,784.48

其他应付款 213,319.00 10.50% 1.00 2,689,223.81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5,551,785.16 53,561,654.76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

动资产 - 经营性流动负债）
36,264,013.57 136,164,636.25

2017年度流动资金缺口 99,900,622.68

注 1：公司 2017年度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互联网直播业务，经营性现金流主要来自于

直播平台上注册用户的充值收入，直播平台营业收入基本覆盖平台的运营成本，且平台相关

运营成本费用都是每月清算。公司现阶段货币资金余额的增加和直播营业收入的增长比例不

成直接线性关系，因此预测时假设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与期初余额保持相等；

注 2：公司于 2016年度开始业务转型，公司 2016年末预付账款余额中包括明星代言费

326.06万元， 2017年初公司已初步完成转型，日后将合理控制营销推广的支出，类似明星

代言费不用重复发生。因此，在测算时对基期的预付账款余额中的明星代言费做了剔除；

注 3：2016年末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主要为房租押金，不会重复发生；公司从 2017年上

半年开始，公司运营的相关视频直播产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并积累了一批付费

用户，公司 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相比 2016年度将会较大幅度的增长，而营业收入的大幅增

长并不需要同比增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因此，为了反映公司现阶段实际运营特点，在测算

时将其他应收款、应付职工薪酬的系数调整为 0.50，其他科目的系数为 1.00。

通过以上测算，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公司主营业务 2017年度需补充营运

资金 9,990.06万元，公司拟通过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9,000.00万元以补

充部分流动资金，尚有 990.06万元资金缺口，公司将通过自筹、加大公司营业

收入或提高资金周转率等多种方式解决，保证公司未来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

上述假设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任何投资决策。否则，

投资者据此投资决策造成的损失，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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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司 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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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十）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人，本次股票发行除按照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

的审批、核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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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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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玉红先生，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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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得到提升，促进了公司

的业务发展，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财务实力进一步增强，有利于增强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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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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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的权益不存在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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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现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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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

责的情形；

（四）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35层、28层 A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项目负责人：郑艺麟

项目小组成员：郑艺麟、陆梓楠

电话：0755-82558269

传真：0755-82825424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层

单位负责人：吴明德

经办律师：孙亦涛、郁振华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 号 22 层 A24

单位负责人：姚庚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高尚友、张学福

电话：010-84775118

传真：010-53609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