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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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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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高德信 指 深圳市高德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深圳市高德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高德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高德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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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预案》 指 
《深圳市高德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预

案》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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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证券、主办券商 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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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公司名称：深圳市高德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证券简称：高德信 

（三）证券代码：832645 

（四）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

中心 38 楼 01-04A/12 单元 

（五）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

中心 38 楼 01-04A/12 单元 

（六）法定代表人：黄永权 

（七）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黄永翔 

（八）联系电话：0755-33386686 

（九）传真：0755-82388334 

（十）公司网址：http://www.gdxte.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是一家持有国家工信部、通信管理局颁发的各项经营资质，

以增值电信、互联网接入、系统集成为主营业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随着原有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增业务项目不断增多，所需的

资金规模也越来越大。本次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初步拟定主要用于

“移动转售”业务平台建设及调测、家庭宽带平台建设及调测、研发

费用投入及传输网络的完善等。 

http://www.gdx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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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范围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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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不超过 35 名，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累

计不超过 200 人。 

如认购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则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

象均以现金认购。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区间暂定为不高于公司 2017 年经审计每股

收益市盈率 19 倍。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综合考虑了经济环境、

公司所处行业与成长性、市盈率及市净率等多种因素以及投资者的投

资意愿，由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上限 

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暂定为不超过 700 万股（含 700 万股）。 

（五）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非公开向发行对象定向

增发股份，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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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

份时，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对新增股份的优先认购权”。故公司在册

股东无本次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公司在册股东指审议本次股票发

行的股东大会对应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分公司登记的公司股东。 

（七）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价格的影

响 

自董事会决议日至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预计不会发生除权

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等情况，无需对本次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 

自公司挂牌以来，发生两次权益分派及除权除息情况。 

1.2016年3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的议案》，并于2016

年3月31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2015年年度财务

报告显示，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7,988,841.31元。从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拟以

现有总股本32,000,000股为基数，以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的累计未

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2.00元（含税）。 

2.2017年4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的议案》，并于2017

年5月13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2016年年度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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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截止至 2016年 12月 31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6,017,209.95元。从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拟以

现有总股本32,000,000股为基数，以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的母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以2016

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67,710,415.76元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5股，转增后的总股本将增加至48,000,000股。 

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已考虑上述分红派息、

转增股本的因素，不因上述分配进行价格调整。 

（八）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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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新增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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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本次发行的股份，

无限售锁定安排。 

（九）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不与任何投资者签署含有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认购协议或补充协议。 

（十）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初步拟定主要用于

“移动转售”业务平台建设及调测、家庭宽带平台建设及调测、研发

费用投入及传输网络的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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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 

（十二）本次发行审计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将不会超过 200 人。因此，本

次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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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核准事项。 

（十三）本文件为公司股票发行预案，股票发行价格、募集资金使用

及具体测算等，公司将在本文件的原则及框架内，在后期公告的股票

发行方案文件中具体列示。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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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未对其他股东权

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影响。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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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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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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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公开谴责。 

（四）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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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 号 

项目经办人：李松、黄华 

联系电话：17317373718、15881102645 

传真：0755-88304216 

（二）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高树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1 号香港中旅大厦 22/23 层 

项目经办人：郑忠林、薛庆峰 

联系电话：0755-83025993 

传真：0755-83025058 

（三）会计师事务所：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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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子龙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1 号楼（B2）座 301 室 

项目经办人：曹代晴、吴平权 

联系电话：010-88312386 

传真：010-8838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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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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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股票发行预案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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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高德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预案签字

页） 

公司董事签名： 

 

黄永权：                             黄永翔：                    

黄志贤：                             吴  权：                    

田演杭：                          

公司监事签名： 

邓东升：                             聂伙军：                      

肖艳萍：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黄永权：                             黄永翔：                 

余  莉 ：                   

 

 

深圳市高德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一 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