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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首帆动力 指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朗聚投资 指 上海朗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首禾投资 指 上海首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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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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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

行）》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

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

引》 

《股票发行问答（三）》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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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方案》 指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首帆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确认的股票发行事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公司北京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兴业证券、主办券商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单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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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数量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定向发行的方式成功发行6,000,000股人

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19,800,000元人民币。 

（二）发行价格以及定价依据 

1、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3.30 元/股，投资者需以现金方式认购。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3195号”审计报告，公司2016年度净利润为1,084.07万元，每股收益为0.22

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净资产为8,291.35万元，每股净资产为1.66元。

2017年1-6月，公司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986.29万元，每股收益为0.20元，截至2017

年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9,277.64万元，每股净资产为1.86元。 

目前公司股票采取做市转让方式进行转让，截至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布

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司股票收市价格为 4.52 元/股。截至

2017 年 9月 27 日，公司共有三家做市商，分别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人数仅为 13 名。

公司股票转让方式自 2016 年 8月 24 日从协议转让变更为做市后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期间，根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公司股票有实际成交的转让日总计仅

为 44 日，占可成交转让日比例为 16.41%，期间总成交量仅为 216,000 股，总成

交金额仅为 85.37 万元，总换手率仅为 1.07%，日均成交量仅为 806股，日均成

交金额仅为 0.32 万元，日均换手率仅为 0.004%，公司股票成交极不活跃。基于

上述事实，以截至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披露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司股票收市价格作为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并不合适。 

本次股票发行定价主要系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2017

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依据，同时基于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4 

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并结合同行业市场估值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高于上述每股净资产。参考公司经审计2016年度财务数据，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定价的市盈率为15倍，市净率为1.99倍。2017年9月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股票发行方案》；2017年10月16日，该方案经出席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公司发行价格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股票发行

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四）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根据《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6447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具体实际发行情况如下： 

1、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基本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姓名） 

发行对象

类别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发行对象

性质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商 300,000 990,000 货币 在册股东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商 400,000 1,320,000 货币 在册股东 

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商 300,000 990,000 货币 新增股东 

4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做市商 300,000 990,000 货币 新增股东 

5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做市商 400,000 1,320,000 货币 新增股东 

6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商 300,000 990,000 货币 新增股东 

7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机构

投资者 
1,000,000 3,300,000 货币 新增股东 

8 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 
合格机构

投资者 
1,000,000 3,300,000 货币 新增股东 

9 马从茗 
合格自然

人投资者 
1,000,000 3,300,000 货币 新增股东 

10 杭明洁 
合格自然

人投资者 
1,000,000 3,300,000 货币 新增股东 

合计 - 6,000,000 19,800,000 - -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158159898D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注册资本 669,667.1674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 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

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内容及电子公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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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0 年 5 月 19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5 月 19 日至 2050 年 5 月 19 日 

登记机关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注册资本 762,5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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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1999 年 8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至长期 

登记机关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38442972K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注册资本 333,333.34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 

经营范围 
经营证券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期货业务

许可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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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2 年 5 月 9 日 

营业期限 至长期 

登记机关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4）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710910420Y 

法定代表人 陈宏 

注册资本 520,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 拉萨市北京中路 101 号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

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承销与保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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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5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05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2 年 6 月 8 日 

登记机关 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5）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36650364G 

法定代表人 宁敏 

注册资本 250,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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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2 年 2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2 月 28 日至 2032 年 2 月 27 日 

登记机关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6）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44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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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注册资本 275796.0657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业务（证券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4 月 22 日）；

保险兼业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2008 年 5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08 年 5 月 28 日至长期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7）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74923612XG 

法定代表人 杨新征 

注册资本 85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 郑州高新区金梭路 28 号 

经营范围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低压元器件的批发

零售；电子、电气自动化器件、计算机软件、硬件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电气自动化系统集成；进出口贸易；技术服务（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

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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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3 年 5 月 8 日 

营业期限 2003 年 5 月 8 日至 2024 年 5 月 10 日 

登记机关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8）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32798693562G 

法定代表人 岳增才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梁山县拳铺镇拳北村拳铺路（原拖拉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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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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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7 年 3 月 1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3 月 1 日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 

登记机关 梁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9）马从茗 

马从茗，男，1973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7280119731212xxxx。

1999 年 6 月至 2004 年 10 月，就职于临沂市第九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004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 月，就职于苍山县水利安装公司；2008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山

东百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杭明洁 

杭明洁，男，196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2022219681117xxxx。

2004 年 3 月至 2007 年 6 月，就职于无锡市良程模塑机械有限公司；2007 年 7

月至今，就职于无锡威克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2、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股0.052%份的股东杨新征系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50.10%的股东，且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除此之外，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无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杜剑峰，未发生变化。 

（六）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股票发行情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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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年10月12日，公司在册股东

人数为12名，其中自然人股东7名，机构股东5名。现有股东中朗聚投资、首禾投

资系持股平台，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朗聚投资合伙人人数为32名，首

禾投资合伙人人数为30名，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相关要求穿

透计算，剔除重复股东，本次发行前股东人数为6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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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人数为10名，其中包括2名在册股东，通过本次股票发行，

公司新增股东8名；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完毕之日（2017年12月7日），公司在

册股东人数为12名，其中因二级市场后续交易导致在册股东新增0名，根据《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相关要求穿透计算，剔除重复股东，本次股票发

行后股东人数累计73名，不超过200人，且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符合《管理办法》关于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发行的情形。 

（七）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情形的说明 

1、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规定：“本办法所称股

票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核心员工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

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2、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

“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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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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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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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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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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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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3、根据《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以及实际认购结

果，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共计 10 名，其中 8 名为新增投资者，符合投资者

适当性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系在册股东，均为证券公司，系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法人机构，已开通新三板股转交易权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第三条第（一）项和第六条之规定，可以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2）新增投资者中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为证券公司，系实收

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已开通新三板股转交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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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第（一）项和第六条之规定，可以参

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3）根据新增投资者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合格投资者证明》并经核

查，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的法人机构，已开通新三板交易权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第

（一）项和第六条之规定，可以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4）根据新增投资者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中信

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济宁吴泰闸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股转合格投资者证

明》并经核查，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系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法人机构，已开通新三板交易权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

三条第（一）项和第六条之规定，可以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5）根据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上海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

明》并经核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新增的自然人对象马从茗已开通新三板交易权

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和第六条之规定，可以参与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 

（6）根据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湖滨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合格投资

者证明》并经核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新增的自然人对象杭明洁已开通新三板交

易权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和第六条之规定，可以参与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 

（八）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的情况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

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

负债的交易。 

（1）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为不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根据认购结果，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对象包括：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名做市商；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岳投

资有限公司等 2 名外部合格机构投资者；马从茗、杭明洁等 2 名外部合格自然人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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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目的 

为更好地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股票流动性，公司

进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募集资金主要为满足公司的快速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

公司业务市场占有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通过增发新股补充公司的运营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促

进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3）股票公允价值 

目前公司股票采取做市转让方式进行转让，截至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布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市价格为 4.52 元/股。 

截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司共有三家做市商，分别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人数

仅为 13名。公司股票转让方式自 2016 年 8月 24 日从协议转让变更为做市后至

2017 年 9月 27 日期间，根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公司股票有实际成交的转

让日总计仅为 44日，占可成交转让日比例为 16.41%，期间总成交量仅为 216,000

股，总成交金额仅为 85.37 万元，总换手率仅为 1.07%，日均成交量仅为 806 股，

日均成交金额仅为 0.32万元，日均换手率仅为 0.004%，公司股票成交极不活跃。

基于上述事实，以截至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披露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7 年 9

月 27 日）公司股票收市价格作为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并不合适。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定价主要系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及 2017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依据，并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

公司成长性、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并结合同行业市场估值等因素。根据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3195 号”审计报

告，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为 1,084.07 万元，每股收益为 0.22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为 8,291.35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66 元。2017 年 1-6

月，公司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986.29 万元，每股收益为 0.20 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9,277.64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86 元。本次

股票发行价格高于上述每股净资产。参考公司经审计 2016 年度财务数据，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定价的市盈率为 15 倍，市净率为 1.99 倍。综上所述，本次股票发

行价格高于最近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日的每股净资产，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基于

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确定，与公司发展阶段相适

应，发行价格公允。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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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目的以及本次发行的价格，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 

（九） 募集资金用途及管理 

1、本次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财务

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不存在用于以下宗教投资：承包经营宗

教活动的场所；投资宗教活动场所；违规投资建设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等。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的必要性分析如下： 

（1）公司业务呈快速发展趋势，存在迫切的营运资金需求 

2017 年 1-6 月 ， 2016 年 度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为 134,324,230.25 元 、

172,368,921.72元，净利润分别为9,862,899.65元、10,840,657.95元，呈快速增长

趋势。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其他应

收款、存货等经营性资产金额相应增加。截至2017年6月30日、2016年末，公司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21,278,922.19元、25,589,465.22元，预付款项账面价值

分别为7,096,121.19元、8,589,653.67元，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63,046.983.38元、

47,073,684.87元，均快速增长并占用了公司大量资金。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

步扩大，公司对营运资金需求将更为迫切。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需要不断增加营运资金。根据公司2014

至2017年6月期间的财务状况，2017年1-6月年化后营业收入较2016年度、2015年

度、2014年度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55.86%、19.33%、17.02%，三阶段平均复合

增长率为30.74%，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公司预计未来营业收

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按照销售百分比法，假设2017-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平均

增长率为30%，基于公司2016年经审计财务数据及相关资产科目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经测算，2017-2018年预计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末 

实际数 

占 2016

年营业收

入比例 

2017 年至 2018 年 

预计经营资产及经营负债金额 
2018 年末预计

数与 2016 年末

实际数的差额 
2017 年末 

（预计） 

2018 年末 

（预计） 

 A B C D E=D-A 

营业收入 172,368,921.72 100.00% 224,079,598.24 291,303,477.71 NA 

应收账款 25,589,465.22 14.85% 33,266,304.79  43,246,196.22  17,656,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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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8,651,239.54 5.02% 11,246,611.40  14,620,594.82  5,969,355.28  

预付款项   8,589,653.67 4.98% 11,166,549.77  14,516,514.70  5,926,861.03  

其他应收款   2,649,063.87 1.54% 3,443,783.03  4,476,917.94  1,827,854.07  

存货  47,073,684.87 27.31% 61,195,790.33  79,554,527.43  32,480,842.56  

经营性流动 

资产合计（1） 
92,553,107.17 53.69% 120,319,039.32  156,414,751.12  63,861,643.95  

应付账款  28,910,993.16 16.77% 37,584,291.11  48,859,578.44  19,948,585.28  

应付票据  23,114,468.49 13.41% 30,048,809.04  39,063,451.75  15,948,983.26  

预收款项  9,377,144.95 5.44% 12,190,288.44  15,847,374.97  6,470,230.02  

应付职工薪酬    347,848.37 0.20% 452,202.88  587,863.75  240,015.38  

经营性流动 

负债合计（2） 
61,750,454.97 35.82% 80,275,591.46  104,358,268.90  42,607,813.93  

经营性流动 

资金占用额

（1-2） 

 30,802,652.20 NA 40,043,447.86  52,056,482.22  21,253,830.02  

注 1：上述假设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

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2016年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余额为15,521,150.49元，而

同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为10,000,000.00元、其他应付款中应付股东借款余额为

9,783,915.44元。对于上述自有资金的使用安排，公司预计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用于适时归还短期借款及股东借款。综上所述，公司在预测经营性流动资金缺口

时已考虑自有资金的影响，经测算，2017-2018年预计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缺口

为21,253,830.02元。 

（2）补充营运资金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增强财务抗风险能力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6.94%，流动比率为1.23，偿债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19,455,461.60元，

公司财务杠杆运用度较高，财务费用对各期利润的影响较大。同时，作为一家民

营企业，公司向银行持续扩大融资规模具有一定的难度，随着公司经营规模、资

产规模的持续提升，也亟需其他资金来源补充营运过程所需的大量资金。因此，

公司需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来满足流动资金需求，调整和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

降低财务风险和总体风险，使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在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下进行。 

公司本次募集经营性流动资金有助于优化资本结构、大幅提高偿债能力，进

一步降低财务风险，为未来的业务发展建立稳健的财务基础。以2017年6月30日

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测算，如补充经营性流动资金1,980万元后，公司资产负债率

将下降到52.15%，公司偿债指标将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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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能够弥补公司存在的运营资金缺口，有利于优化公

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经营

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2、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将本

次股票发行认购账户设为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关于签订本次股票发行<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司已建立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信息披露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已

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公司董事

会负责建立健全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确保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公司已按照

《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规定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

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

信息披露要求。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根据要求

进行了投资款的缴存；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属宛平路支行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

于存放募集资金，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017 年 12

月 1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6447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

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

用途。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9,800,000 元，不存在

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承诺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

之前不会提前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按照财务制度严格管理使用募集资金，每日

核对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保证账实相符，每月与银行对账，保证账账相符。 

（十）前次募集资金及其使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挂牌以来第一次股票发行，公司不存在前次股票发行募

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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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公司股票认购对象和公司现有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情况的说明 

1、公司现有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情况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 12 名，其中自然人股

东 7 名，机构股东 5 名，分别是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朗聚投资、首禾投资。 

（1）公司机构股东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均为证券公司，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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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不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2）公司机构股东中朗聚投资、首禾投资系持股平台，不属于应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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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2、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包括 6 名做市商、2 名合格自然人投资者及 2 名合格机构

投资者。 

（1）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为证券公司，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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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范

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程序。 

（2）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中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简称：众智科技，证券代码：430504，主营业务为发电

机组自动化控制和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装置的生产、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其

认购公司股份资金均来源其自有资金，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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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不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3）根据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与承诺认购公司股份资金均来

源其自有资金，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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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是否存在员工持股平台或者员工持股计

划的说明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6名做市商，2名外部合格机构投资者，2名外部合

格自然人投资者，不存在员工持股平台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十三）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中不存在对赌、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四）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及其管理人不属于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 

1、挂牌公司及其相关主体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根据全国股转系统于2016年12月30日颁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规定，挂牌公司实施股票发行，挂牌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

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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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挂牌公司及其相关主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核查对象 核查对象名称 

1 挂牌公司 首帆动力 

2 挂牌公司之法定代表人 杜剑锋 

3 挂牌公司之控股股东 杜剑锋 

4 挂牌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杜剑锋 

5 挂牌公司之控股公司 

首帆动力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首翌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首帆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6 挂牌公司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杜剑峰 

戴静君 

张勇 

刘晓霞 

张勤 

杜剑飞 

顾颖悟 

魏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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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信用中国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等网站，并据根据上述主体出具的《关于不

属于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对象的承诺书》，挂牌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被认定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2、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通过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信用中国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等网站，并根据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出具的承

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综上，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及其管理人均不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

监管问答》中对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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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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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杜剑峰 28,305,000 56.610 21,228,750 

2 戴静君 7,500,000 15.000 5,625,000 

3 朗聚投资 5,000,000 10.000 - 

4 张勇 4,200,000 8.400 3,150,000 

5 首禾投资 4,100,000 8.200 -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

用证券账户 
389,000 0.778 

- 

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

券账户 
381,000 0.762 

- 

8 赵鑫 56,000 0.112 -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

券账户 
29,000 0.058  

- 

10 杨新征 26,000 0.052 -   

合 计 49,986,000 99.972 30,003,750 

2、本次股票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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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杜剑峰 28,305,000 50.54 21,228,750 

2 戴静君 7,500,000 13.39 5,625,000 

3 朗聚投资 5,000,000 8.93 - 

4 张勇 4,200,000 7.50 3,150,000 

5 首禾投资 4,100,000 7.32 - 

6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79 1,000,000 

7 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79 1,000,000 

8 马从茗 1,000,000 1.79 1,000,000 

9 杭明洁 1,000,000 1.79 1,000,000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

用证券账户 
789,000 1.41 

- 

合 计 53,894,000 96.24 30,00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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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30,003,750 60.01 34,003,750 60.7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21,228,750 42.46 21,228,750 37.91 

高管股份 8,775,000 17.55 8,775,000 15.67   

核心员工 - - - -  

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9,996,250 39.99 21,996,250 39.2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7,076,250 14.15 7,076,250 12.63 

高管股份 2,925,000 5.85 2,925,000 5.22 

核心员工 - - - - 

合 计 50,000,000 100.00 56,00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年10月12日，公司在册股东

人数为12名，其中自然人股东7名，机构股东5名。现有股东中朗聚投资、首禾投

资系持股平台，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朗聚投资合伙人人数为32名，首

禾投资合伙人人数为30名，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相关要求穿

透计算，剔除重复股东，本次发行前股东人数为65名。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人数为10名，其中包括2名在册股东，通过本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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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增股东8名；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完毕之日（2017年12月7日），公司在

册股东人数为12名，其中因二级市场后续交易导致在册股东新增0名，根据《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相关要求穿透计算，剔除重复股东，本次股票发

行后股东人数累计73名，不超过200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2016.12.31 本次发行后 

数额（元） 数额（元） 

资产合计 179,515,393.77 199,315,393.77    

负债合计 96,601,881.17 96,601,881.17  

股东权益合计 82,913,512.6  102,713,512.6  

注：本次发行后相关财务指标系依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按

照该次股票发行后总股本测算。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是一家国际化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为发电机组、发动机、智能

型动力设备、新能源动力设备及相关部件和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目

前主要产品为发电机组，公司长期致力于中高端智能、环保型柴油发电机组的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产品集智能性、环保性、可靠性、安全性于一体。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目的在于为优化公司财务状况，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促进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公司的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本为50,000,000股，股东杜剑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305,000股，占比56.61%，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后，

公司股本为56,000,000股，股东杜剑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8,305,000股，占比

50.5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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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后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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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剑峰 董事长 28,305,000 56.61 28,305,000 50.54 21,228,750  

戴静君 
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7,500,000 15.00 7,500,000 13.39 5,625,000 

张勇 董事 4,200,000 8.40 4,200,000 7.50 3,150,000 

合计 40,005,000 80.01 40,005,000 71.44 30,003,750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后 

资产总计（元） 179,515,393.77 144,329,417.02 199,315,393.77 

股东权益合计（元） 82,913,512.60 72,072,854.65 102,713,512.60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的股东

权益合计（元） 
82,913,512.60 72,072,854.65 102,713,512.60 

每股净资产（元） 1.66 1.44 1.83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66 1.44 1.83 

资产负债率（%） 

（以母公司为基础） 
36.76 48.25 31.65 

资产负债率（%） 

（以合并为基础） 
53.81 50.06 48.47 

流动比率（倍） 1.16 1.17 1.37 

速动比率（倍） 0.67 0.62 0.88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本次发行后 

营业收入（元） 172,368,921.72 188,653,887.25 172,368,921.72 

净利润（元） 10,840,657.95 11,292,132.63 10,840,657.95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0,840,657.95 11,292,132.63 10,840,657.95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元） 

7,290,344.66 10,504,794.07 7,290,344.66 

毛利率（%） 25.15 21.59 25.15 

净资产收益率（%） 13.99% 17.00% 11.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

收益率（%） 
9.41% 14.48% 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3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3 0.1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3 14.2 8.3 

存货周转率（次） 3.1 5.23 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6,401,371.31 -6,013,799.59 16,401,371.3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0.33 -0.12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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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元/股） 

注：本次发行后相关财务指标系依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按

照该次股票发行后总股本测算。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股本将增加6,000,000股，较发行

前增加12.00%，股本有所增加，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公司的流动比率及速动

比率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下降，资本结构将得到改善，有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

务风险的能力。 

三、 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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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发行对象中杭明洁、马从茗、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均自愿承诺其本次所认购相应股份自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相应股票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登记日）后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也不

由公司对该部分股份进行回购；本次发行对象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认购股份为做市库存股，

均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进行股份转让。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2017年12月20日，公司推荐主办券商兴业证券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

意见》，经核查后认为： 

（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符合豁免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核准的条件，但应当按照规定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二）公司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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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情况等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治理规范，不存在违反《管

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细则》、《股票发行问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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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规定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应当

披露的信息。同时，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曾

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股份转让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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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五）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股票发行问答（三）》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结果与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发

行对象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六）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公司与发行对象协商的结果，并经过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且发行对象已经按照发行价格缴付了足额的认购资金，并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因此，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程序规范，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中，现有股东认购安排是在册股东真实意思表示，

没有损害现有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股票发行不享有优先认

购权。 

（八）结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目的以及本次发行的价格，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 

（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不存在代持的情况。 

（十）公司在册股东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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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范的私募

投资基金，不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十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

（二）》所规定的禁止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的持股平台认购的情况。 

（十二）本次认购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股票发行没

有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十三）截至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十四）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股票发行问答（三）》的相关规定，符合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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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户管理要求。 

（十五）根据《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所募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公司已根据《股票发行问答（三）》的有关规定，在《股票发行方

案》对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过

程进行了详细披露。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挂牌以来第一次股票发行，公司不存在

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况。 

（十六）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股票发行问答（三）》的相关规定，符合认购

协议中特殊条款的合法合规性要求。 

（十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

——连续发行》中规定的“连续发行”的情形。 

（十八）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中对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的监管要求。 

（十九）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挂牌以来第一次股票发行，公司不存在前次发

行中涉及发行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者私募基金备案承诺事

项的情形。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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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中杭明洁、马从茗、山东华岳投资有限公司、郑州众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均自愿承诺其本次所认购相应股份自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完成（相应

股票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登记日）后36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也不由公司对该部分股份进行回购；本次发行对象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认购股份为做市

库存股，均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二十一）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影响。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未

发生除权、除息情况，不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综上，本次发

行数量和发行价格无需调整。 

（二十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购买住宅类

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及投资理财产品，不用于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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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宗教活动场所、违规投资建设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等活动。 

（二十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 

（二十四）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建立健全业务隔离制度，实现了做市业

务与推荐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经纪、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在机

构、人员、信息、账户、资金上严格分离，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

市商做市业务管理规定（试行）》第十一条规定。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

性的意见 

2017年12月20日，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金诚同

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 

律 意 见 书》，发表意见如下： 

（一）首帆动力系合法存续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份公司，

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符

合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条件。 

（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已依《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批准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决议，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真实、合法、

有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股票发行事宜，有关授权范围、

程序合法、有效。 

（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符合《监管办法》规定

的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四）公司的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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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股票发

行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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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股票发行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

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

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存在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

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八）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不存在估值调整、业绩承

诺及补偿、股权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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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

关规定。 

（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十）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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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

理人,不需要履行有关登记备案程序。 

（十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不存

在持股平台，公司不存在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形。 

（十二）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就本次股票发行设立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关于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有关规定。 

（十三）根据《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所募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公司已根据《股票发行问答（三）》的有关规定，在《股票发行方

案》对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过

程进行了详细披露。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挂牌以来第一次股票发行，公司不存在

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况。 

（十四）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十五）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子公司等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六）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购买住宅类房

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及投资理财产品，不用于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

投资宗教活动场所、违规投资建设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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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首帆动力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监管办法》、

《业务规则》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可豁免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核准；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公

司现有股东均不享有本次股票发行项下的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

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合法合规。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8 

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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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三）《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出具的《验资

报告》 

（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

法合规性意见》 

（七）《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八）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主办券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九）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出具的《关于

对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

专项审核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