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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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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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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捷视飞通 
指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传奇视讯 指 深圳市传奇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北极光 指 
苏州工业园区禾源北极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华宇软件 指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国仟共赢 指 北京国仟共赢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金诺投资 指 深圳市金诺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厚聚一号 指 深圳厚聚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运胜旭日 指 北京运胜旭日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远致创业 指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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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发行方案》 指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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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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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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创业、主办券商 指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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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根据《股票发行方案》，

本期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104.1666 万股（含 104.1666 万股）。募集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250万元（含 1,250 万元）。本次发行实际发行

股数为 104.1666 万股，实际募集资金为 1,250 万元。发行价格或发

行价格上限与发行数量或发行数量上限乘积和预计募集总额或总额

上限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等原因形成的,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减

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乘积差额 8 元直接计入资本公积。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12 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市盈率、

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确定。公司 2016 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7,778,881.76元，每股净资

产为 2.07 元。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8,696,014.92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50 元；本次股票发行

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2 元。公司本次发行价格高于发行前公司的每

股净资产。 

（三）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情况 

根据现有公司章程，其未对现有股东是否享有在同等条件下对发

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作出规定。根据本次股票发行的《股票发行方

案》，公司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本次股票发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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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认购权，每个在册股东按其在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比例确定相应的

配售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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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股东可在其配售上限内认购，但须于指定日期（缴款

日）前将认购资金缴存于公司指定账户，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7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在册股东就本次股

票发行出具的《声明》，公司所有的在册股东均签署了自愿放弃股份

优先认购权的声明，放弃了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四）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其他发行对象共计 1 名，本次股票其他发行对象及其认

购数量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是否在册股

东 

1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041,666 12,500,000 现金 否 

合计 1,041,666 12,500,000 -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上述投资者基本情况如下： 

（1）远致创业 

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发行对象远致创业系经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342787085F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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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周云福，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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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为永续经营。截至

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远致创业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

所列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3000 100% 

合计 3000 100% 

经主办券商核查，远致创业的股东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系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于 2007 年 6 月 22 日设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664187170P 的《营业执照》，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

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6 楼 C1，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

资），注册资本为 85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志升，经营范围为“投

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对投资及其相关的资产提供管

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营业期限为自 2007 年 6 月 22 日至 2057

年 6 月 22 日。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深圳市远致投资有

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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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852000 100% 

合计 852000 100% 

远致创业在本次股票发行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远致创业已在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笋岗东路证券营业部

开立了股票交易账户并开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转让

交易权限。 

远致创业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第六条规定的投资者适当性相关条件，具备作为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

系 

远致创业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蒋延春持有公司 10,203,648 股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8162%），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时通过传奇视讯间接持有公司

1,798,964 股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989%）（蒋延春为传奇

视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覃春来直接持有捷视飞

通 255.798 万股的股份（占捷视飞通股份总数的 5.9705%），通过深

圳市传奇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捷视飞通 36.5632 万股的股份

（占捷视飞通股份总数的 0.8534%），蒋延春及一致行动人覃春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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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4.8390%；另外蒋延春系公司的创始

人，并通过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继续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

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蒋延春，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

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的股东为 28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20

名，法人或合伙企业股东 8名；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者共 1名，为新

增机构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后的股东为 29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

东 20 名，法人或合伙企业股东 9 名，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七）本次发行对象是否符合合格投资者的要求 

根据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及其支付认购款的凭

证，本次股票非公开定向发行的对象包含 1 名机构投资者。本次股票

发行的对象基本情况详见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之“一、本次股票发行的

基本情况”之“（四）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情况”之“2、发

行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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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远致创业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的投资者适当性相关条件，具备作为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八）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捷视飞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捷视飞通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出具了《声明、承诺与保证》，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远致创业出具了《声明、承诺与保证》。捷

视飞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捷视飞通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因司法执

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被列入环境保护、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联

合惩戒文件规定的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对象之严重失信者名单的情形。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

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

况（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11 月 10日）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1 蒋延春 10,203,648 24.4097 7,652,736 

2 华宇软件 6,000,000 14.3535 0 

3 北极光 4,878,000 11.6694 0 

4 传奇视讯 3,306,795 7.9107 2,204,530 

5 覃春来 2,557,980 6.1193 1,918,485 

6 刘玉春 2,408,980 5.7629 1,918,485 

7 辛玉祥 2,253,000 5.38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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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8 中信资本 2,083,333 4.9839 0 

9 黄训红 1,569,000 3.7534 0 

10 运胜旭日 1,250,000 2.9903 0 

合计 36,510,736 87.3428 13,694,236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

况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1 蒋延春 10,203,648 23.8162 7,652,736 

2 华宇软件 6,000,000 14.0045 0 

3 北极光 4,878,000 11.3857 0 

4 传奇视讯 3,306,795 7.7183 2,204,530 

5 覃春来 2,557,980 5.9705 1,918,485 

6 刘玉春 2,408,980 5.6228 1,918,485 

7 辛玉祥 2,253,000 5.2587 0 

8 中信资本 2,083,333 4.8627 0 

9 黄训红 1,569,000 3.6622 0 

10 运胜旭日 1,250,000 2.9176 0 

合计 36,510,736 85.2192 13,694,236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

公司控制权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3,190,407 7.63% 3,190,407 7.45%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883,294 2.11% 883,294 2.06%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22,855,323 54.68% 23,896,989 55.78% 

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合计 
26,929,024 64.42% 27,970,690 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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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9,571,221 22.90% 9,571,221 22.34%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3,096,891 7.41% 3,096,891 7.23%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2,204,530 5.27% 2,204,530 5.15%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合计 
14,872,642 35.58% 14,872,642 34.71% 

总股本 41,801,666 42,843,332   

2、股东人数变化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的股东为 28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20名，

法人或合伙企业股东 8 名；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者共 1 名，为新增机

构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后的股东为 29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20

名，法人或合伙企业股东 9 名。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1,250 万元，公司的总资产

及净资产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

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

力增强。 

4、发行前后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多媒体通信领域的产品开发

和技术研究、高清晰图像语音交互传输、视音频前后处理、图像语音

编解码等。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包括员工薪

酬发放支出；业务拓展、市场宣传推广；生产线改建费用；支付材料

采购款及委外加工费用；研发部门技术开发费用；缴纳公司税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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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发行完成以后，公司的业务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有利于拓

展公司业务链条，加快业务发展，强化公司行业地位提高资金流动性，

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蒋延春持有公司 10,203,648 股的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4.4097%），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时通过传奇

视讯间接持有公司 1,798,964股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035%）

（蒋延春为传奇视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覃春来

直接持有捷视飞通 255.798 万股的股份（占捷视飞通股份总数的

6.1193%），通过深圳市传奇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捷视飞通

36.5632 万股的股份（占捷视飞通股份总数的 0.8747%），蒋延春及

一致行动人覃春来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5.7072%；另外

蒋延春系公司的创始人，并通过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继续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票发行后，蒋延春持有公司 10,203,648 股的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3.8162%），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时通过传奇视

讯间接持有公司 1,798,964 股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989%）

（蒋延春为传奇视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覃春来

直接持有捷视飞通 255.798 万股的股份（占捷视飞通股份总数的

5.9705%），通过深圳市传奇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捷视飞通

36.5632 万股的股份（占捷视飞通股份总数的 0.8534%），蒋延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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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覃春来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34.8390%；另外

蒋延春系公司的创始人，并通过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继续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仍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蒋延春，公司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

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 发行后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

数量（股） 

比例

（%） 

直接持股

数量（股） 

间接持股

数量（股） 

比例

（%） 

1 蒋延春 
董事长、总

经理 
10,203,648 1,798,964 28.7132 10,203,648 1,798,964 28.0151 

2 刘玉春 
董事、副总

经理 
2,408,980 365,632 6.6376 2,408,980 365,632 6.4762 

3 覃春来 
董事、副总

经理 
2,557,980 365,632 6.9940 2,557,980 365,632 6.8240 

4 邵学 董事 0 0 0 0 0 0 

5 李立新 董事 0 0 0 0 0 0 

6 蒋毅敏 董事 0 0 0 0 0 0 

7 黄河 监事会主席 0 0 0 0 0 0 

8 王琰 监事 0 0 0 0 0 0 

9 朱花香 监事 0 0 0 0 0 0 

10 张希飞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273,168 296,090 1.3618 273,168 296,090 1.3287 

11 王焕 财务总监 0 0 0 0 0 0 

12 察志富 研发部总监 136,584 182,436 0.7632 136,584 182,436 0.7446 

13 李应君 
研发部副总

监 
204,876 22,916 0.5449 204,876 22,916 0.5317 

14 孟宪富 
研发部副总

监 
0 0 0 0 0 0 

15 董文 渠道部总监 227,803 0 0.5450 227,803 0 0.5317 

16 黄云鹏 
区域销售总

监 
227,803 22,916 0.5998 227,803 22,916 0.5852 

17 李基铭 
区域销售总

监 
136,584 229,293 0.8753 136,584 229,293 0.8540 

18 楼波 
区域销售副

总监 
159,511 0 0.3816 159,511 0 0.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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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孙名晗 市场部总监 204,876 22,916 0.5449 204,876 22,916 0.5317 

20 张庆隆 
技术服务管

理部总监 
0 0 0 0 0 0 

股份合计 16,741,813 3,306,795 47.9613 16,741,813 3,306,795 46.7952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按发行后股本计算的

2016 年度财务指标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26 0.50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6 29.13 19.3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09 -0.28 -0.25 

每股净资产（元/股） 1.17 2.07 2.69 

资产负债率（%） 63.22 60.56 50.89 

流动比率（倍） 1.21 1.50 1.82 

速动比率（倍） 1.19 1.36 1.65 

本次增资摊薄后的数据是依据披露的 2016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相关财务数据，并按照增资完成后总股本进行摊薄测算。其中，每

股收益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用 2016 年度的净利

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增资后股本 42,843,332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016 年度的净利润除以年初净资产和模拟

增资后 2016 年末净资产的平均值；每股净资产、资产负债率、流动

比率和速动比率使用模拟增资后 2016年末的数据计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2.8 条规

定：“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

份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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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

年和两年。” 

根据《公司法》第 14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

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发行对象亦无自愿锁定的承

诺。新增股票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一）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

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

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捷视飞通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

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

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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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经核查，捷视飞通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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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定程序

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股票发行股份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

在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情形。 

（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公司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

性要求。 

（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

份支付》对股份支付的确认，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及原有发起人、股东中无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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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要求；现有股东及本

次股票发行对象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已按规

定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程序。 

（十一）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符合募集资金信

息披露要求。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合同中不存在业务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反稀释特殊条款的情况。 

（十三）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1、通过查阅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

会决议、认购人与捷视飞通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主办券商

未发现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就本次股票发行存在对赌安排。 

因此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与发行对象不

存在对赌安排。 

2、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发行对象均以其自有资金认购本

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3、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4、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存在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被列入环境保护、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联

合惩戒文件规定的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对象之严重失信者名单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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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年 10 月 27日，捷视飞通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案。本次董事会召

开之前，捷视飞通已经完成了前一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手

续。 

本次股票发行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

——连续发行》要求。 

6、根据远致创业出具的《声明》，并经主办券商核查，远致创业

系依据《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多元化扶持方式改革方案》（深发改

[2015]361 号）、《深圳市发展改革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扶持计划（直接资助方式）操作规程（修订）》、《深圳市经

贸信息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项资金扶持计划（股权资助方

式）操作规程（试行）》及远致创业与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签署的《委托

投资协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基于云视频的沉浸式

远程互动教学系统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深发改【2017】869

号），被指定作为深圳市部分财政资助资金以认购股份的方式对捷视

飞通进行资助的实施主体并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因此，主

办券商认为，远致创业认购捷视飞通本次发行的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授

权或批准，合法合规，无须再履行专门的国有资产投资审批程序。 

7、捷视飞通前期发行中不涉及承诺事项。 

8、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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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6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 29,000,000.00 元，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

书签署之日，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3,198.84 元,累计使用 29,014,325.37 元。具

体用途如下表： 

2016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9,000,000.00 

二、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三、累计使用总额 29,014,325.37 

其中：1、支付职工薪酬 6,877,582.76 

2、业务拓展、市场宣传推广、拓展费用 2,706,364.57 

3、支付生产线改建费用 
 

4、生产材料采购款及委外加工费用 18,344,939.84 

5、研发部门技术开发费用 175,424 

6、发行费用 908,000 

7、银行手续费 2,014.20 

四、利息收入 27,524.21 

五、募集资金余额 13,198.84 

（2）2017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7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 22,260,000.00 元，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

书签署之日，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75,589.83 元,累计使用 21,504,083.58 元。

具体用途如下表： 

2017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2,260,000.00 

二、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三、累计使用总额 21,504,083.58 

其中：1、支付职工薪酬 4,629,0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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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拓展、市场宣传推广、拓展费用 121,400.00 

3、支付生产线改建费用 
 

4、生产材料采购款及委外加工费用 16,450,389.09 

5、研发部门技术开发费用 
 

6、发行费用 302,200.00 

7、银行手续费 1,007.40 

四、利息收入 19,673.41 

五、募集资金余额 775,589.83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不超过 1,250 万元，资金用途具体如下：（1）

员工薪酬发放支出；（2）业务拓展、市场宣传推广；（3）生产

线改建费用；（4）支付材料采购款及委外加工费用；（5）研发

部门技术开发费用；（6）缴纳公司税金。 

9、截至本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募集资金未

提前使用。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已经合法取得所必需的批准和

授权，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管理

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捷视飞通具备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

机构投资者，不存在因司法执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被列入环

境保护、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联合惩戒文件规定的实施联合惩

戒措施对象之严重失信者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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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暂行规定》、《管理办法》、《业务规则》、《业务细

则》、《适当性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

国证监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

规定，具有认购捷视飞通本次发行股票及作为捷视飞通股东的主

体资格与行为能力，其认购捷视飞通本次发行的股票已获得必要

的授权或批准、合法合规，无须再履行专门的国有资产投资审批

程序； 

（四）捷视飞通现有股东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存在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均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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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五）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

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东大会通过股票发行

方案前缴款验资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七）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签署的相关合同、协议等法律

文件的内容真实有效，合法合规； 

（八）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前的在册股东均已经放弃了优

先认购权，关于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权的安排合法合规； 

（九）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的限售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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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

结果合法有效； 

（十一）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

行股票的情形，故不存在资产有重大瑕疵、需办理资产过户或因

资产瑕疵导致不能过户等情形； 

（十二）捷视飞通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暂行规定》、《管理办法》、《业

务规则》、《业务细则》、《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三）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属于用于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中禁止性用途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暂行规定》、《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业务细则》、《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捷视飞通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形符合《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连续发行》等相关规定； 

（十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捷视飞通不存在提前

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六）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登记在其自

身名下，且属其合法拥有，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十七）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中不包含持股平

台或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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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中不存

在任何关于估值调整机制或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任何约

定的内容，不存在就公司的任何事项进行任何对赌的内容，也不

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捷视飞通

也未就上述内容与发行对象签署任何其他协议。 

（十九）捷视飞通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暂行规定》、《管理办法》、《业务规则》、《业务细则》、

《适当性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并符合股票发行的各项条件，合法合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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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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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延春：               李立新：               刘玉春：            

 

邵  学：               覃春来：               蒋毅敏：            

 

全体监事： 

 

黄  河：               王  琰：               朱花香：            

 

高级管理人员： 

 

蒋延春：               刘玉春：               覃春来：            

 

张希飞：               察志富：               李应君：            

 

孟宪富：               董  文：               黄云鹏：             

 

李基铭：               楼  波：               孙名晗：            

 

张庆隆：               王焕：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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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七）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八）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