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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华乘科技 指 华乘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华乘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华乘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华乘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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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乘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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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机构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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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乘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总计 262 万股，融资额 1,048 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00 元。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7324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2,679,527.09 元，按照发行前股本 62,500,000.00 元计算，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48 元。本次定向发行价格参考了公司经审计的 201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归属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并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成长

性以及锁定期等多种因素，并与发行对象协商一致后最终确定。 

（三）公司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无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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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中关于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为 34 名自然人，其中，外部合格投资者 2 人，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3 人，核心员工 29 人。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信息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身份 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方式 

1 马莉明 副经理 32.50  130.00  现金 

2 欧阳三元 核心员工 32.50  130.00  现金 

3 金玉明 外部投资者 25.00  100.00  现金 

4 王慧波 外部投资者 25.00  100.00  现金 

5 邵震宇 核心员工 10.00  4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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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潘光尧 核心员工 10.00  40.00  现金 

7 黄志方 核心员工 10.00  40.00  现金 

8 张新堂 监事 7.50  30.00  现金 

9 刘俊涛 核心员工 7.50  30.00  现金 

10 董春雷 核心员工 7.50  30.00  现金 

11 谢伟银 核心员工 7.50  30.00  现金 

12 周定宇 核心员工 7.00  28.00  现金 

13 张克勤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14 杨旭正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15 高驰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16 曹山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17 向蕾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18 徐小燕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19 刘博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20 钟宝路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21 贾启平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22 闫士松 核心员工 5.00  20.00  现金 

23 周兴 核心员工 4.00  16.00  现金 

24 谢海山 核心员工 4.00  16.00  现金 

25 鲍贺川 核心员工 3.00  12.00  现金 

26 饶品建 核心员工 3.00  12.00  现金 

27 徐其 核心员工 3.00  12.00  现金 

28 夏林 监事 2.50  10.00  现金 

29 王谦 核心员工 2.50  10.00  现金 

30 赵勇军 核心员工 2.00  8.00  现金 

31 崔敏 核心员工 2.00  8.00  现金 

32 袁玲玲 核心员工 1.50  6.00  现金 

33 殷文成 核心员工 1.50  6.00  现金 

34 高加胜 核心员工 1.00  4.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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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62.00  1,048.00  现金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马莉明，女，1969 年 11 月 11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64010219691111****，住址为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现任公司副

经理。 

（2）欧阳三元，女，1984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身份号码为 43090219841026****，住址为上海市闵行区浦晓南路，现任

公司星辰研究院院长。 

（3）金玉明，男，1984 年 9 月 14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1011319840914****，住址为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现任上海火

和火热工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4）王慧波，男，1974 年 2 月 26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14232119740226****，住址为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现任鸿学钜

商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5）邵震宇，男，1979 年 10 月 9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6230219791009****，住址为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现任公

司南京研发中心主任。 

（6）潘光尧，男，1986 年 12 月 4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42092319861204****，住址为湖北省云梦县胡金店镇潘榨村，现

任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7）黄志方，女，1985 年 4 月 8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42112719850408****，住址为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路，现任公司星

辰研究院研究员。 

（8）刘俊涛，男，1980 年 5 月 4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21038119800504****，住址为沈阳市铁西区南十西路，现任公司

研发中心工程师。 

（9）董春雷，男，1984 年 2 月 26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21132419840226****，住址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水仙路，现任

星辰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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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伟银，男，1987 年 10 月 12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36042119871012****，住址为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沙河街镇

青峰村，现任公司生产部工程师。 

（11）张新堂，男，1982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15042619821118****，住址为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

镇元宝洼村，现任公司生产部副经理、监事。 

（12）周定宇，男，1988 年 9 月 29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32108119880929****，住址为南京市白下区御道街，现任公

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13）张克勤，男，1983 年 1 月 19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36242719830119****，住址为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西路，现

任公司星辰研究院研究员。 

（14）杨旭正，男，1987 年 10 月 23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33262419871023****，住址为浙江省仙居县横溪镇东西大道，

现任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15）高驰，男，1986 年 4 月 1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61042519860401****，住址为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现任公司研

发中心研发工程师。 

（16）曹山，男，1985 年 1 月 22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4112419850122****，住址为南京市秦淮区旭光里，现任公司研

发中心工程师。 

（17）向蕾，女，1984 年 3 月 10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14270119840310****，住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西路，现任公

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18）徐小燕，女，1982 年 5 月 21 日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2062119820521****，住址为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角斜村，

现任公司生产部工程师。 

（19）刘博，男，1987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62272319871026****，住址为甘肃省嘉峪关市五一路五一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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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 

（20）钟宝路，男，1992 年 3 月 24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36232519920324****，住址为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莲荷乡蔡

家村，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 

（21）贾启平，男，1989 年 2 月 2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6042719890202****，住址为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华林镇华林村

宗家庄，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 

（22）闫士松，男，1990 年 3 月 6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2132119900306****，住址为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程庄

村，现任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23）周兴，男，1989 年 2 月 25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4292319890225****，住址为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乔木乡塔山村，

现任公司生产部技术员。 

（24）谢海山，男，1990 年 1 月 15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36078119900115****，住址为江西省瑞金市瑞林镇元田村，

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 

（25）鲍贺川，男，1984 年 1 月 18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13022319840118****，住址为南京市白下区御道街，现任公

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26）饶品建，男，1989 年 11 月 15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36233119891115****，住址为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万年峰林

场仵头村，现任公司生产部技术员。 

（27）徐其，男，1989 年 2 月 12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2132119890212****，住址为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陈楼村，

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 

（28）王谦，男，1990 年 4 月 6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2118319900406****，住址为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太路，现

任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29）夏林，男，1979 年 10 月 31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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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为 21010219791031****，住址为沈阳市沈河区清真路，现任公司研

发中心工程师。 

（30）赵勇军，男，1981 年 12 月 1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34112519811201****，住址为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现任

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31）崔敏，男，1985 年 5 月 10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44092319850510****，住址为广州市萝岗区青年路，现任公司技

术部工程师。 

（32）袁玲玲，女，1987 年 4 月 1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41022519870401****，住址为河南省兰考县小宋乡乡直，现任公

司技术部经理。 

（33）殷文成，男，1988 年 8 月 15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 430121198880815****，住址为湖南省长沙县福临镇同心村，

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 

（34）高加胜，男，1986 年 2 月 7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32132219860207****，住址为江苏省沭阳县马厂镇老胡庄，现任

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3、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现有股东及其董监高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马莉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成军之配偶并担任

公司副经理，张新堂与夏林为公司监事。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现有股东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核心员工认定的具体程序 

2018 年 1 月 9 日，华乘科技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名包含本次发行对象欧阳三元、邵

震宇、潘光尧、黄志方、刘俊涛、董春雷、谢伟银、周定宇、张克勤、杨旭正、

高驰、曹山、向蕾、徐小燕、刘博、钟宝路、贾启平、闫士松、周兴、谢海山、

鲍贺川、饶品建、徐其、王谦、赵勇军、崔敏、袁玲玲、殷文成、高加胜在内的

49 人为公司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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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公司就提名核心员工的事宜向公

司全体员工进行了公示并征求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全体员工均未对提名上

述核心员工提出异议。 

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上述会议召开程序及核心员工认定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

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核心员工均经过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大会认定，核心员工认定合法合规。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黄成军持有公司 57.59%股权，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六）挂牌公司符合豁免申请核准定向发行情形的说明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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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5 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39 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关于豁免向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 

（七）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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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一方面为公司持续的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

方面可以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

司员工及管理层积极性，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 

（2）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 

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基于销售收入预测数据和销售百分比法（各项经营性资

产和经营性负债与营业收入保持稳定的百分比）预测未来公司新增的资金需求。

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故仅对公司营业

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及经营性流动负债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不考虑

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 

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方法如下： 

A.确定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

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 

B.计算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C.计算预测期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金额： 

预计的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营业收入×对应的销售百分比 

预计的各项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营业收入×对应的销售百分比 

D.确定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基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3）营业收入测算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64,057,839.95 59,644,500.50 48,604,344.15 

最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9.64% 

近三年来，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9.64%。根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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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情况保守估计，采用 9.64%的增长率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营业收入进行预测。营业收入预测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E） 2018 年（E） 2019（E） 

营业收入 70,232,483.25 77,002,310.84 84,425,333.60 

注：营业收入等指标的增长预测不构成业绩承诺，仅为测算公司未来两年流动资金需求

量。 

（3）未来流动资金需求测算 

以 2016 年末经营性应收项目（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经营性应付项目（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及存货等主要科目平均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基础，预测上述科目在

2017-2019 年末的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末 占比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营业收入 64,057,839.95 100.00% 70,232,483.25  77,002,310.84  84,425,333.60 

货币资金 42,100,110.32 65.72% 46,158,211.00  50,607,478.86  55,484,329.25 

应收账款 27,669,403.13 43.19% 30,336,503.59  33,260,690.37  36,463,301.58 

应收票据 1,798,123.00 2.81% 1,971,447.11  2,161,478.22  2,372,351.87 

预付账款 743,146.45 1.16% 814,779.59  893,317.57  979,333.87 

其他应收款 1,781,974.20 2.78% 1,953,741.70  2,142,066.16  2,347,024.27 

存货 20,746,186.77 32.39% 22,745,946.72  24,938,466.92  27,345,365.55 

经营性流动资

产合计 94,838,943.87 148.05% 103,980,629.72  114,003,498.10  124,991,706.40 

应付账款 997,051.65 1.56% 1,093,159.14  1,198,530.60  1,317,035.20 

预收账款 916,497.48 1.43% 1,004,840.22  1,101,698.46  1,207,282.27 

应交税费 2,643,068.71 4.13% 2,897,838.56  3,177,166.11  3,486,766.28 

其他应付款 852,951.87 1.33% 935,169.34  1,025,311.89  1,122,856.94 

经营性流动负

债合计 5,409,569.71 8.44% 5,931,007.26  6,502,707.06  7,125,498.16 

流动资金占用 89,429,374.16  139.61% 98,049,622.46  107,500,791.04  117,866,2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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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资金需求

金额 - - - 9,451,168.58  10,365,417.21 

预期流动资金

需求 19,816,585.79 

根据上述测算，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公司流动资金占用额分别为

107,500,791.04 元、117,866,208.25 元，相较于上一期分别新增 9,451,168.58

元、10,365,417.21 元，合计新增营运资金需求 19,816,585.79 元。 

上述公司对营业收入增长、相关财务比例的预测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及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根据此进行投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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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有合理用途，募集资金的运用有利于缓

解公司流动资金的压力，有利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华乘电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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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严格按照规定建立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徐汇支行，账号：98300078801300000451），截至本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签署日，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全部汇入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与主办券商及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2018 年 2 月 9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职业

字[2018]4564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8 年 2 月 6 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

股票发行对象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款合计人民币 10,480,000 元。 

（九）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合同中的特殊条款 

1、公司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员工之间的特别约定 

公司分别与本次发行对象中除两名合格投资者之外的 32 名员工签署了《股

份认购协议》，其中存在股份锁定、服务期承诺等特别约定事项，具体如下： 

（1）员工自愿承诺，本协议项下新增股份存在 60 个月的锁定期，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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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并自

愿根据上述限售安排委托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分公司办理上述限售登记手续，员工应当配合上述手续的办理。 

员工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除遵守上述 60 个月锁定期安排

外，所认购股份还将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限售安排。 

在上述期限内，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时，员工因本次

发行持有的股份而新取得的股份一并锁定，该等股票的解锁期与相对应股票相

同。 

（2）员工承诺，自本协议认购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将全职连续为公司服务五年（以下简称“承诺服务期”）。

上述服务期应当是连续的，非经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中断；因员工过错导致公司

在服务期限内解除或终止与其之间劳动合同的，视为服务期限未满。 

（3）员工持有股份后，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履行股

东的义务，并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忠实勤勉、恪守职业道德，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完成岗位工作目标。 

（4）员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积极维护公司利益，不得从

事任何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 

（5）员工在工作期间，不得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不得受到主管行政管

理部门的处罚，不存在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 

（6）员工应全职为公司或其子公司工作，不得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或者劳务关系，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公司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投

资或经营活动。 

（7）员工应忠实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禁止利用职务及参与管理之便取得

的信息，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经营。 

（8）除非公司董事会同意，员工不得对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设置质押、收益

权转让、股权代持等权利限制，不因任何诉讼、仲裁等而使公司股票受到查封、

冻结、拍卖、变卖等司法限制。 

（9）法律、法规所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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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特别约定 

公司与外部投资者金玉明、王慧波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其中存在股份

锁定等特别约定事项，具体如下： 

外部投资者自愿承诺，本协议项下新增股份存在 60 个月的锁定期，锁定期

自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并自

愿根据上述限售安排委托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分公司办理上述限售登记手续，外部投资者应当配合上述手续的办理。在上

述期限内，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时，外部投资者因本次发

行持有的股份而新取得的股份一并锁定，该等股票的解锁期与相对应股票相同。 

（十）本次发行相关主体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惩戒

的情况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

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截至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发

行对象、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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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及持有限售股份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万股） 

1. 黄成军 3,750.00  60.00% 2,812.50  

2. 郭灿新 1,250.00  20.00% 937.50  

3. 魏中浩 875.00  14.00% 656.25  

4. 李哲龙 250.00  4.00% -  

5. 林莹 125.00  2.00% -  

合计 6,250.00  100.00% 4,406.25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持有限售股份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万股） 

1 黄成军 3,750.00  57.59% 2,8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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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灿新 1,250.00  19.20% 937.50  

3 魏中浩 875.00  13.44% 656.25  

4 李哲龙 250.00  3.84% -  

5 林莹 125.00  1.92% -  

6 欧阳三元 32.50  0.50% 32.50  

7 马莉明 32.50  0.50% 32.50  

8 金玉明 25.00  0.38% 25.00  

9 王慧波 25.00  0.38% 25.00  

10 邵震宇 10.00  0.15% 10.00  

合计 6,375.00  97.90% 4,5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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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比例 数量（万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937.50 15.00% 937.50 14.4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注） 
531.25 8.50% 531.25 8.16%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375.00 6.00% 375.00 5.76%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1,843.75 29.50% 1,843.75 28.31%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812.50 45.00% 2,812.50 43.19%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注） 
1,593.75 25.50% 1,636.25 25.13% 

3、核心员工 - - 169.50 2.60% 

4、其它 - - 50.00 0.7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4,406.25 70.50% 4,668.25 71.69% 

总股本 6,250.00 100.00% 6,512.00 100.00% 

注：黄成军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为公司董事长，故其持股情况列示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一栏，未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一栏列示。 

2、股东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5 人，本次发行新增股东 34 人，发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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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39 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公司本

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10,48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620,000 元，

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 7,860,000 元。 

以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模拟测算，本次定向发行

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影响数 发行后 

总资产（元） 104,601,748.10 10,480,000 115,081,748.10 

净资产（元） 92,679,527.09 10,480,000 103,159,527.09 

负债（元） 11,922,221.01 - 11,922,221.01 

资产负债率（合并） 11.40% - 10.36%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第一大股东黄成军。因此，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编

号 
股东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数量 
（万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数量 

（万股） 
发行后持

股比例 
1 黄成军 董事长 3,750.00  60.00% 3,750.00  57.59% 

2 郭灿新 董事 1,250.00  20.00% 1,250.00  19.20% 

3 魏中浩 董事 875.00  14.00% 875.00  13.44% 

4 欧阳三元 核心员工 - - 32.50  0.50% 

5 马莉明 副经理 - - 32.50  0.50% 

6 邵震宇 核心员工 - - 10.00  0.15% 

7 潘光尧 核心员工 - - 10.00  0.15% 

8 黄志方 核心员工 - - 10.00  0.15% 

9 刘俊涛 核心员工 - - 7.50  0.12% 

10 董春雷 核心员工 - - 7.50  0.12% 

11 谢伟银 核心员工 - - 7.5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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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新堂 监事 - - 7.50  0.12% 

13 周定宇 核心员工 - - 7.00  0.11% 

14 张克勤 核心员工 - - 5.00  0.08% 

15 杨旭正 核心员工 - - 5.00  0.08% 

16 高驰 核心员工 - - 5.00  0.08% 

17 曹山 核心员工 - - 5.00  0.08% 

18 向蕾 核心员工 - - 5.00  0.08% 

19 徐小燕 核心员工 - - 5.00  0.08% 

20 刘博 核心员工 - - 5.00  0.08% 

21 钟宝路 核心员工 - - 5.00  0.08% 

22 贾启平 核心员工 - - 5.00  0.08% 

23 闫士松 核心员工 - - 5.00  0.08% 

24 周兴 核心员工 - - 4.00  0.06% 

25 谢海山 核心员工 - - 4.00  0.06% 

26 鲍贺川 核心员工 - - 3.00  0.05% 

27 饶品建 核心员工 - - 3.00  0.05% 

28 徐其 核心员工 - - 3.00  0.05% 

29 王谦 核心员工 - - 2.50  0.04% 

30 夏林 监事 - - 2.50  0.04% 

31 赵勇军 核心员工 - - 2.00  0.03% 

32 崔敏 核心员工 - - 2.00  0.03% 

33 袁玲玲 核心员工 - - 1.50  0.02% 

34 殷文成 核心员工 - - 1.50  0.02% 

35 高加胜 核心员工 - - 1.00  0.02% 

合计 5,875.00 94.00% 6,087.00 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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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6年度 2016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3  0.02 

净资产收益率 11.21% 1.71% 1.5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7  -0.05  -0.05 

每股净资产（元/股） 1.49  1.48  1.58 

资产负债率（合并） 8.23% 11.40% 10.36% 

注 1：本次发行后的财务指标变化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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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摊薄计算。 

注 2：2017 年 5 月 4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5,625,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0 股，转增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5,625,000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62,500,000 股。本次股票发行前主要财

务指标以转增后总股本 62,500,000 股为基础模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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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北京分

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方式所获得的股票锁定期为

60 个月，自相关股票登记至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名下时起算。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购本次新增股份的，除遵守上述 60 个月

锁定期安排外，所认购股份还将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试行）》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限售安排。 

在锁定期内，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时，本次股票发行

对象因本次发行持有的股份而新取得的股份一并锁定，该等股票的解锁期与相对

应股票相同。 

锁定期结束后，若相关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非公司董监高，则持有的股票可申

请全部变更为流通股，若相关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董监高，则持有的股票必

须遵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每年只能转让股份总数的 25%。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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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

情形。 

（三）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已按照

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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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

关规定。 

（五）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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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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乘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

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股票发行无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虽然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含公司管理层及核心员工，但本次发行中向

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发行股份的价格与向外部投资者发行股份的价格一致，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亦不低于公司历次增资价

格，发行价格具备公允性，因此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九）本次股票认购对象及公司现有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

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十）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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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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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的相关要求。 

（十三）本次股票发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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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募集资金信

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十四）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提前使用的情

况。 

（十五）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至本次发行前尚未进行股票发行，不

存在连续发行的情况，不存在违反《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

连续发行》规定的情形。 

（十六）除已披露的特别约定事项以外，《股份认购协议》中不存在其他特

别约定事项。已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中特别约定事项不存在《挂牌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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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中列示的“认购协议不得存在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

司或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合法合规。 

（十七）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主体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

况。 

（十八）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至本次发行前尚未进行股票发行，不

存在违反前期发行承诺事项的情形。 

（十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情况。 

（二十）华乘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及子公

司资金的情形。 

（二十一）公司本次补流测算中对营业收入增长预测具有合理性 

（二十二）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中新增股份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二十三）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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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房等。 

（二十四）华乘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发行业务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风险；本次发行

符合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的要求，本次发行在验资完成后十个转让日内

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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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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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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丁

)f v»� 生主

。A/Jvl)
γ7v 

魏中浩 林嘉良

朱文涛

全体监事： 飞价 革k 1�4 ..

夏 林 靳 晶
且即

除董事以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载咐
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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