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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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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 公司名称：上海银基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证券简称：银基安全 

(三) 证券代码：871922 

(四)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456号C401

室 

(五)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02号76幢407室 

(六) 联系电话：021-62815577 

(七) 法定代表人：单宏寅 

(八)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金勇良 

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二、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公司是一家安全咨询、安全服务与信息安全解决方案的综合提

供商，为中国广大的行业用户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网络、应用、数

据信息安全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并向客户提供全面安全解决方

案中所需的各项安全工具、教育培训以及售后服务。 

在战略发展上，公司利用在安全技术领域的长期积累沉淀，布

局物联网和车联网安全领域，在身份认证、密钥管理等方面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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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已取得很多技术成果，实现了技术转化。为保证车联网项目的

顺利推进，特进行本次股票发行。 

(二) 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章程》未明确规定在册股东是否有优先认购权，公司在

册股东已签署相关声明，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如上述声明未获得全体股东同意，公司将重新制定股票发行方

案，以维护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公司

股东。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拟认购数量及认购方式等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人身份 是否关联 
认购数量

（股） 
认购方式 

1 
上海银基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册股东 是 10,000,000 现金 

合计 10,000,000 现金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上海银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5 月 13 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306.635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8545138L，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 2502 号 40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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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法定代表人张晖，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系统的

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网络设备的销售，计算机、网络技术、通

讯技术及机电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建筑智能化系统服务，电子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发行对象不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相关情形。 

(三) 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人民币1.20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挂牌前最

近一次融资价格、当前经营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并在与发行对象沟

通的基础上确定。 

(四) 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1,000.00万股（含1,000.00万股）。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股票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0.00万元（含

1,200.00万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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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息事项，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公司挂牌以来不存在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况，对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不会造成影响。 

(六) 本次发行股票无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承诺。 

本次发行股票无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



上海银基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7 
 

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

的要求，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七) 募集资金用途 

1、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为公司挂牌以来的第一次定向发行，不存在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1）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车联网安全、汽车控制

系统及信息安全体系的技术研究、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2）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项目概况及资金需求 

随着信息化向物联网领域的渗透发展，各种设备的控制系统已

从封闭、孤立的系统走向互联体系的IT系统，从而面临着诸如软件

高危漏洞、设备后门、病毒木马等安全风险。信息安全行业已成为

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相关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为信息安全行

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智能汽车、电动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和汽车互联正逐渐成为汽车领域的发展热点，汽车智

能化、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动力传动系统、车身电子系统、驾驶

员辅助系统等汽车电子系统也日趋复杂，这对汽车安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与安全相关的软件和硬件出现任何一个失效，都可能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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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设备及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公司是一家安全咨询、安全服务与信息安全解决方案的综合提

供商，在汽车电子安全领域有着较多的案例实施经验，目前正投入

资金、人力进行车联网安全、汽车控制系统及信息安全体系的技术

研究、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包括身份认证系统、数据安全体系等，

资金需求如下： 

用途 金额（万元） 

研究开发 1,200.00 

产品推广 900.00 

合计 2,100.00 

2）项目投入安排 

公司拟使用1,2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车联网安全、汽车控制

系统及信息安全体系的技术研究、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资金缺口将

通过其他自筹资金补足。 

(八)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

有。 

(九)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涉及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相关议案如下： 

《关于<上海银基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

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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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制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授权。 

(十) 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发行对象不超过35名；截至2017年10月16日，公

司现有股东2名，预计与本次发行新增股东合计不超过200名，符合

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公司需向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若股东人数超过200

名，公司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许可核准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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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海银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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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发生变化。 

(二) 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说明相关资产占

公司最近一年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相关资产注入是否导

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增加，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

竞争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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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影响。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车联网安全、汽车控制

系统及信息安全体系的技术研究、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该项目的开

展可以提高公司的研发实力、拓展市场空间，进而提升公司的整体

经营能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对其他股东

权益有积极影响。
 

(四) 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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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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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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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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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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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上海银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银基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7年10月20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的缴款期缴纳认购款。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经乙

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无。 

5、自愿限售安排：无限售安排，亦无自愿锁定承诺。 

6、估值调整条款：无。 

7、违约责任条款：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任何

一方违约，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守约方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支付违约金。 

8、其他条款：无。 

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项目负责人：高夫 

项目组成员：李阳 

联系电话：021-3338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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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54043534 

(二) 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世纪大道1090号2002室 

单位负责人：童楠 

经办律师：陈洁、李文婷 

联系电话：021-58358013/4/5 

传真：021-58358012 

（三）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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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劲松，冯昵 

联系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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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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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张  晖                  单宏寅                  韩  毅 

 

 

                                     

      戴国雄                邹  武 

 

全体监事签名： 

 
                                                              

蔡炜东                张  宏                周  亮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单宏寅                毛晨臻                金勇良 

 

 

上海银基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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