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住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坝头兴达工业区 

 

 

 

 

 

 

 

 

主办券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二〇一八年一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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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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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佳奇科技 指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协议 指 关于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认购协议 

股东大会 指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主办券商、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 指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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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行）》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文中凡未特殊说明，尾数合计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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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1,580万股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7,440,000.00元。 

(二) 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人民币 6.80元/股。 

公司 2016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3,067.88 万元，基

本每股收益为 0.39 元（转增后），每股净资产为 1.93 元（转

增后）。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

业、公司目前发展状况及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方面

因素，并与意向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 

(三)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公司根据经营和发

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做出决议，

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 

（一）公开发行股份； 

（二）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三）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有关政府部门批准的其他方

式。 

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

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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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四) 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对象合计4名，其中在册股东0名，其他合格投资者

4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

方式 

是否新

增股东 

1 
深圳市滨海十一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0,000 31,280,000.00 货币 是 

2 
北京瀚华露笑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 20,400,000.00 货币 是 

3 
共青城和辉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0 5,780,000.00 货币 是 

4 
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50,000 49,980,000.00 货币 是 

合计 15,800,000 107,440,000.00 -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深圳市滨海十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深圳市滨海十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6年04月28日 

基金编号：SW2691 

备案日期：2017年07月21日 

管理人名称：深圳市滨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03581 

（2）北京瀚华露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北京瀚华露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5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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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编号：SL2855 

备案日期：2016年07月25日 

管理人名称：北京瀚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19567 

（3）共青城和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共青城和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23日 

基金编号：SY2266 

备案日期：2017年11月16日 

管理人名称：深圳市联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63791 

（4）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6年08月17日 

基金编号：ST5435 

备案日期：2017年06月29日 

管理人名称：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0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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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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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广东佳奇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陈晓铓先生，通过控股广东佳奇投资有限公司而间

接控制公司79.10%的股权。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广东佳奇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5.95%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陈晓铓先生通

过控股广东佳奇投资有限公司而间接控制公司65.95%的股权，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六)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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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即2017年11月2日），公

司共有36名股东，其中机构股东7名，个人股东29名，根据

佳奇科技的《股票发行方案》及发行认购结果，本次股票发

行的对象4名，新增股东4名。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总数为

40名，公司股东不超过200人，符合上述豁免向证监会申请

核准之规定。因此，本次定向发行无须向证监会申请核准。 

(七) 本次发行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通过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法院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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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查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网站、信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其他

各级领域的政府公示网站，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及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本次股票

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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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

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广东佳奇投资有限公司 62,649,000 79.10% 41,766,000 

2 张伟生 5,760,000 7.27% 0 

3 黄汶华 2,100,000 2.65% 2,099,250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84,200 2.51% 0 

5 陈樱丹 1,026,000 1.30% 0 

6 陈丽莹 1,000,000 1.26% 0 

7 钟璇叶 866,000 1.09% 0 

8 陈立光 792,000 1.00% 594,000 

9 邱乐驹 756,000 0.95% 0 

10 魏延亮 550,000 0.69% 0 

合计 77,483,200 97.83% 44,45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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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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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广东佳奇投资有限公司 62,649,000 65.95% 41,766,000 

2 
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50,000 7.74% 0 

3 张伟生 5,760,000 6.06% 0 

4 
深圳市滨海十一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0,000 4.84% 0 

5 
北京瀚华露笑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 3.16% 0 

6 黄汶华 2,100,000 2.21% 2,099,250 

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84,200 2.09% 0 

8 陈樱丹 1,026,000 1.08% 0 

9 陈丽莹 1,000,000 1.05% 0 

10 钟璇叶 866,000 0.91% 0 

合计 90,335,200 95.09% 43,865,250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

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

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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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3,000 26.37 20,883,000 21.98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64,750 0.33 215,250 0.23 

3、核心员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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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13,593,000 17.16 29,393,000 30.9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34,740,750 43.86 50,491,250 53.15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1,766,000 52.73 41,766,000 43.96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693,250 3.40 2,742,750 2.89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4,459,250 56.14 44,508,750 46.85 

总股本 79,200,000 100.00 95,000,000 100.00 

注：发行前以2017年11月2日股东名册为准计算，因新任财务总监辛戈华于2017

年11月7日完成限售股份登记，数量为49,500股。因此发行后数据有所变动。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36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4名，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40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完

成后，公司的流动性及偿债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财务实

力增强。 

项目 
2017年 6月 30日 本次股票发行后 

数额（元） 比例 数额（元） 比例 

流动资产 198,436,731.51 80.05% 305,876,731.51 86.08% 

非流动资产 49,458,691.76 19.95% 49,458,691.76 13.92% 

资产总计 247,895,423.27 100.00% 355,335,423.27 100.00% 

注：本次股票发行后的相关指标系以2017年6月30日的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得出。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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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研发、生

产、销售，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 

（1）佳奇机器人经营研发投入； 

（2）佳奇娱乐影视动漫投入； 

（3）补充流动资金； 

（4）偿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的最新测算过程： 

公司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如下： 

年度 2015年（经审计） 2016年（经审计） 2017年（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增长率 40.35% 40.34% 26.77% 

按照公司最近三年的增长趋势以及结合行业内发展趋势来

预测未来两年的增长，假设2018年营业收入增长24.23%，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21.05%，2019年的营业收入将比2017年增长50%

以上，预计营业总收入达到4.6亿元。该预计仅作为预测2018－

2019年度公司营运资金需求所用，不构成业绩预测，投资者不应

当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的损失，公

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 2010 年第 

1 号）之附件《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的测算参考》给出的营运资

金需求量计算公式为： 

营运资金需求=预计年度销售收入*（1-销售利润率）/预计

营运资金周转次数=预计年度销售收入*（1-（去年营业收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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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营业成本）/去年营业收入）/[360/（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

周转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预付账款周转天数-预收账款周转

天数）] 

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科目 2017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应收账款 44,620,246.80 40,824,054.54 

预付账款 3,825,060.47 9,234,902.35 

其他应收款 442,311.20 2,759,890.79 

存货 58,123,454.65 42,745,716.86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107,011,073.12 95,564,564.54 

资产总额合计 262,510,487.53 231,275,140.34 

应付账款 10,575,881.43 7,097,435.55 

预收账款 3,697,111.66 7,712,904.15 

应交税费 10,340,949.71 3,888,884.37 

其他应付款 - - 

经营性负债 24,613,942.80 18,699,224.07 

负债合计 73,163,366.33 78,601,834.20 

营业收入 305,880,952.82 
241,284,997.29 

营业成本 222,007,153.61 
179,513,967.20 

经计算，2017年销售利润率=（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

收入=27.42%，该销售利润率作为2018年、2019年预估的销售利

润率。 

计算可得营运资金周转次数为7.256次。计算新增营运资金

需求=预计2018－2019年度营运资金需求—产量提升前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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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0*(1-27.42%)/7.256-30588*(1-27.42%)/7.256=1542万元。 

以上用途不涉及宗教投资，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

买住宅类房地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或办

公用房。 

主要用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的压力，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实力。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编号 股东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陈晓铓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 - - - 

2 黄汶华 董事 2,100,000 2.65% 2,100,000 2.21% 

3 陈立光 董事、总经理 792,000 1.00% 792,000 0.83% 

4 陈晓珊 董事、副总经理 - - - - 

5 姚晓虹 监事会主席 - - - - 

6 潘树洽 监事 - - - - 

7 陈梓波 监事 - - - - 

8 杨泰鸣 副总经理 - - - - 

9 辛戈华 财务总监 66,000 0.08% 66,000 0.07% 

10 陈欣敏 董事会秘书 - - - - 

合计 2,958,000 3.73% 2,958,000 3.11%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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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39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9 22.34 5.96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77 1.93 2.91 

资产负债率（%） 16.96 33.99 22.18 

流动比率（倍） 5.02 2.31 3.88 

注：本次股票发行后的相关指标系以2017年6月30日的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得出。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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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对象若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认

购的股份自股份登记之日起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部分限售；发行对象为

外部合格投资者的，其认购的股票不存在限售安排。 

除此以外无其他自愿锁定的承诺。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主办券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

了合法合规性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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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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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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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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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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

序合法、发行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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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盈科盛鑫、滨海十一号、瀚华露笑

及共青城和辉均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现有股东中上海安洪投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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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安洪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嘉兴君正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上述私募投资基金均已

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主要为研发投入、影视动漫投入、

补充公司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为目的，发行价格超过每股净资产，

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等因素，沟通后最终确定，不隶

属于股份支付范畴。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对于股份支付的确认，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

进行会计处理。 

（十）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或以持股平台作为

认购对象的情况。 

（十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对赌的安排，发行认购协

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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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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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符合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及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三）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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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公司在 2016 年、2017年、2018 年1月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资金占用事宜；公司已就关联方资

金占用问题对内部控制进行了规范，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出具了《关于资金占用的承诺

函》，上述措施将有效防范公司未来发生资金占用情况。同时，

公司亦不存在违规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形。 

（十五）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

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不涉及购置

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不用于宗教投资等。 

（十六）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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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将在相应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

法登记，本次股票发行无自愿锁定承诺相关安排，新增股份按照

法律法规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进行股份转让。 

3、自2015年11月6日公司挂牌之日起，截至本合法合规意见

书出具之日，并未发现公司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 

4、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广会验字[2018]G17035290016号验资报告。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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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并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后的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

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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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均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股权代持的情形。 

（四）公司本次发行已获得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批准，

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议程序；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人数、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监督管理

办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

围及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已履行了验资程序，募集资金已

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到位，本

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尚需报

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备案。 

（五）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协议各方的真实

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监督管理办法》、《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方案依法履行了董事会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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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公司章程》约定现有股东不具有优先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票的权利，本次发行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符合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不涉及估值调整的相关安排。 

（八）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股票

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盈科盛鑫、滨海十一号、瀚华

露笑及共青城和辉均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现有股东中上海安洪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安洪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嘉兴君正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富定增

套利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前海海润国际并购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海润养老润生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属于私募投资基

金，上述私募投资基金均已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十）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均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均不属

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

台，不存在《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

适用有关问题的通知》所规定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不符合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发行的

情形。 

（十一）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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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司及公司相关主体、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符合《关

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相关挂牌企业股

票发行的监管要求。 

（十三）公司本次发行不属于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形。 

（十四）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合法合规，与《股票发

行方案》一致。 

（十五）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购买理财产品、购买住宅

类房产或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用于宗教投资的情形。 

（十六）公司前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

金资产认购的承诺、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等有关承诺的情形。 

（十七）本次发行对象均以自有、合法的资产认购并真实出

资，不存在受第三方委托认购股份，或委托他人或机构代为持有

公司股份的情形。 

（十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

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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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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字： 

 

陈晓铓             黄汶华             陈立光           

 

陈晓珊              王斌              熊海博           

 

陈名芹           

全体监事签字： 

 

姚晓虹             潘树洽             陈梓波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杨泰鸣             辛戈华             陈欣敏           

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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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决议》； 

2、《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

行方案》； 

3、《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5、《北京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奇科技教育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法律意见书》； 

6、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

会验字[2018]G17035290016号《验资报告》； 

7、《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之认购

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