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主办券商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号高科大厦四楼 

二零一八年四月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1 
 

目  录 

 

 

释  义 ............................................................. 2 

一、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 4 

二、 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 4 

三、 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 6 

四、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 6 

五、 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 14 

六、 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效的

意见 .............................................................. 17 

七、 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 17 

八、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 18 

九、 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

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核查意见 ........ 20 

十、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的说明 ............. 22 

十一、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认购合同是否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意见 ............................................ 23 

十二、 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 24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2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发行人、公司、世纪明德 指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慧 指 上海科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厚德行知 指 天津厚德行知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花样年华 指 北京花样年华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华研 指 宁波华研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思研 指 宁波思研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大荔明德 指 大荔明德研学营地教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主办券商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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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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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方案》 指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

励股票发行方案》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指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认购公告》》 

《验资报告》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亚会B验字（2018）0035号《验资报告》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股票发行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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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8日发布，2013年12月30日

第一次修订并施行，2017年7月1日第二次修订并

施行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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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合法合规性意见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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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北京

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明德”、“公司”或“发行人”）

的主办券商，对世纪明德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详细

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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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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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前（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8年2月22日）股东为47名，

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23名、机构股东24名；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37名，公司本

次发行后股东为82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58名、机构股东24名。本次股票发行

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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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依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制定《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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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 

公司挂牌以来存在的不规范情形如下； 

2017年1-8月，公司与共同控股股东之一、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学辉控制

的北京青青部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青部落”）发生关联交易，主

要系公司为青青部落代收代付房租、物业费、水电费，但在部分期间内形成短期

资金占用情形。 

2017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追认和披露，同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2017年9月6日，公司召开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此外，公司对资金占用等行

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整改，主办券商亦进行了风险提示。 

2017年11月6日，公司因2017年1-8月期间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行为且未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业务部对公司

出具了监管意见函。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提案审议、通知时

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记录保存完整；公司强化内部管理，完善了内控制度，按照相关规定

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从而在制度基础上能够有效地

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公司财务资料的真

实、合法、完整。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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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资金占用及关联交易未事前审议和

及时披露的不规范情形，对此，公司已采取了必要的整改措施，实际控制人也出

具了相关规范承诺。除此之外，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

决议情况等均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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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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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世纪明德在挂牌期间，曾因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业务管理部出具了监管意见函。 

世纪明德在2017年1月-8月期间存在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行为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2017年11月6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业务部对公司出具了监管意见函。 

主办券商及时督促世纪明德进行整改和及时补充披露，并进行了核查和培训

督导。世纪明德对该事项进行了反思和整改，积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规范意识，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等规则对公司进行规范管理。 

世纪明德被出具的监管意见函系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业务部下发出具，且世纪明德随即在主办券商督导下进行了整改和及时补

充披露，未对世纪明德产生重大不良影响，故认为世纪明德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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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在挂牌期间存在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情形，并

受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司业务部出具监管意见函的措施，但世纪明德随即

在主办券商督导下进行了整改和及时补充披露，对信息披露进行了规范，未对世

纪明德产生重大不良影响。世纪明德在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一）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应当符合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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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7 
 

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3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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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股票发行：（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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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情况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验资报告》等资料

确认，世纪明德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的认购人数为37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发行对象

类型 

认购

方式 

是否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1.  李岩 328,948 5,500,010.5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股东、总经理 

2.  田磊 246,412 4,120,008.64 自然人 现金 公司监事 

3.  刘利雷 179,426 3,000,002.72 自然人 现金 公司股东、副总经理 

4.  李贵章 143,541 2,400,005.52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5.  黎明 119,618 2,000,012.9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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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蔡美玉 119,618 2,000,012.9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7.  杨洁明 119,618 2,000,012.9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8.  于苗 89,713 1,500,001.3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9.  胡振华 71,771 1,200,011.12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10.  朱庆国 59,809 1,000,006.48 自然人 现金 公司监事 

11.  刘晨阳 59,809 1,000,006.48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12.  陈敏 52,333 875,007.7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13.  马薇 47,847 800,001.84 自然人 现金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14.  吕宁 47,847 800,001.84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15.  孙旭东 41,867 700,016.24 自然人 现金 公司副总经理 

16.  欧阳丽 41,867 700,016.24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17.  王冬梅 29,905 500,011.60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18.  黎建华 29,905 500,011.60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19.  刘路 29,905 500,011.60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0.  王安迪 29,905 500,011.60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1.  沈红雨 29,905 500,011.60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2.  张玉琴 29,905 500,011.60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3.  崔玲玲 23,924 400,009.28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4.  王瑞静 23,924 400,009.28 自然人 现金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25.  郝艳霞 23,924 400,009.28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6.  韩雪 23,924 400,009.28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7.  周敏 23,924 400,009.28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8.  王锦光 23,924 400,009.28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29.  吴亚萍 21,532 360,015.04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30.  李冰琪 17,943 300,006.9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职工监事 

31.  李娟 17,943 300,006.9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32.  白雪 17,943 300,006.96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33.  李海涛 14,355 240,015.60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34.  戴宇 14,355 240,015.60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9 
 

35.  马秀玉 11,962 200,004.64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36.  严丹丹 11,962 200,004.64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37.  邓翠利 5,981 100,002.32 自然人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 

合计 2,226,994 37,235,339.68 — — — 

1、李岩 

李岩，男，身份证号码为2111031980********，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总经理。 

2、田磊 

田磊，男，身份证号码为2202021982********，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监事。 

3、刘利雷 

刘利雷，男，身份证号码为2109031979********，住址为辽宁省阜新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4. 李贵章 

李贵章，男，身份证号码为1305211982********，住址为河北省邢台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5、黎明 

黎明，男，身份证号码为4301241987********，住址为北京市西城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6、蔡美玉 

蔡美玉，女，身份证号码为1323021980********，住址为河北省藁城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7、杨洁明 

杨洁明，男，身份证号码为1101081995********，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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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苗 

于苗，女，身份证号码为3401041984********，住址为安徽省合肥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9、胡振华 

胡振华，男，身份证号码为4105231980********，住址为河南省汤阴县****，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10、朱庆国 

朱庆国，男，身份证号码为1310811981********，住址为河北省霸州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监事。 

11、刘晨阳 

刘晨阳，男，身份证号码为1101021990********，住址为北京市西城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12、陈敏 

陈敏，男，身份证号码为4301241986********，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13、马薇 

马薇，女，身份证号码为3606211970********，住址为江西省贵溪市****。

现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4、吕宁 

吕宁，男，身份证号码为3708321984********，住址为山东省梁山县****，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15、孙旭东 

孙旭东，男，身份证号码为1201011982********，住址为天津市和平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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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欧阳丽 

欧阳丽，女，身份证号码为4210231989********，住址为湖北省监利县****，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17、王冬梅 

王冬梅，女，身份证号码为5201131981********，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18、黎建华 

黎建华，女，身份证号码为5227011975********，住址为贵州省都匀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19、刘路 

刘路，男，身份证号码为3210811991********，住址为江苏省仪征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20、王安迪 

王安迪，男，身份证号码为3207211991********，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21、沈红雨 

沈红雨，女，身份证号码为6101231976********，住址为西安市临潼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22、张玉琴 

张玉琴，女，身份证号码为5111021982********，住址为成都市天府新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23、崔玲玲 

崔玲玲，女，身份证号码为1309821981********，住址为河北省任丘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12 
 

24、王瑞静 

王瑞静，女，身份证号码为4102211979********，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5、郝艳霞 

郝艳霞，女，身份证号码为4102211983********，住址为郑州市中原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26、韩雪 

韩雪，女，身份证号码为1308281989********，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27、周敏 

周敏，女，身份证号码为4304811981********，住址为湖南省耒阳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28、王锦光 

王锦光，男，身份证号码为1424311973********，住址为北京市昌平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29、吴亚萍 

吴亚萍，女，身份证号码为3210811965********，住址为江苏省仪征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30、李冰琪 

李冰琪，女，身份证号码为3622041989********，住址为江西省高安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担任公司职工监事。 

31、李娟 

李娟，女，身份证号码为1202221983********，住址为天津市武清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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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白雪 

白雪，女，身份证号码为6201021988********，住址为甘肃省兰州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33、李海涛 

李海涛，男，身份证号码为2109211992********，住址为辽宁省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34、戴宇 

戴宇，男，身份证号码为2310041989********，住址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35、马秀玉 

马秀玉，女，身份证号码为1302811986********，住址为北京市朝阳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36、严丹丹 

严丹丹，女，身份证号码为3426231992********，住址为安徽省巢湖市****，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37、邓翠利 

邓翠利，女，身份证号码为6102211991********，住址为西安市未央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为公司核心员工。 

（三）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情况 

1、公司股东 

李岩、刘利雷为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且李岩担任公司总经理，刘利雷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马薇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田磊、朱庆国、李冰琪为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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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旭东、王瑞静、黎明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核心员工 

李贵章、蔡美玉、杨洁明、于苗、胡振华、刘晨阳、陈敏、吕宁、欧阳丽、

王冬梅、黎建华、刘路、王安迪、沈红雨、张玉琴、崔玲玲、郝艳霞、韩雪、周

敏、王锦光、吴亚萍、李娟、白雪、李海涛、戴宇、马秀玉、严丹丹、邓翠利共

计28人，为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认定的核心员工。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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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一） 不存在公开发行 

公司于股东大会召开后通过一对一方式确认提出认购意向的特定投资者，未

采用广告、公开劝诱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寻找认购人。本次发行不存在公

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行的行为，也不存在非法融资行为。 

（二） 公司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议事程序合规 

1、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定向发行及核心员工认定 

2018年2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股份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认定

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主办券商核查，就《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股份认购对象签署附生

效条件的〈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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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审议，关联董事马薇回避了表决。 

2、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核心员工认定 

2018年2月9日，公司发布《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拟认

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截至公示期满，全体员工均未对上述

核心员工提名提出异议。 

2018年2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3、监事会审议通过核心员工认定 

2018年2月23日，世纪明德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定向发行及核心员工认定 

2018年2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该次会议到会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名，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54,181,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90.60%，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股份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

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

议案。 

根据公司确认并经主办券商核查，就《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股份认购对象签署附生

效条件的〈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

案》的审议，关联股东李岩、刘利雷回避了表决。 

（三）缴款及验资的相关情况 

2018年2月26日，公司发布《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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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公告》，对本次发行的认购款缴款方式、缴款时间等相关事宜予以公告。公

告的缴款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上午9时至当日下午17时，截至2018年2月28日止，

发行对象均就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进行了认购缴款。 

2018年4月16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

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亚会B验字（2018）0035号《验资报告》（以下简称

“《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8年2月28日，公司已收到发行对象认缴

的出资额人民币37,235,339.68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9,800,000元，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62,026,994

元。 

（四）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2016年8月8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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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募集的资金已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且公司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于2018年3

月20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2018年4月18日，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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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发行的审议会议履行了表决权回避的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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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本次发行已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

准，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的核心员工已经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确定。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票

发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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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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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确认均已缴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符合要求、募集资金信息披露完整准确，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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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效的

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6.72元，股票发行数量为2,226,994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37,235,339.68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的编号为“大

华审字[2018]004691号”的《2017年审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40,764,311.38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2.35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00元。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属行业、当前净利润水平、公司上一

年每股净资产、发行对象对公司的贡献等多种因素，并与发行对象协商后最终确

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高于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2.35元/股，未损害

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包括

发行价格在内的《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价格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

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

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

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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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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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股

东享有优先认购权……。”因此，公司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

优先认购。 

《股票发行方案》规定：“拟行使优先认购权的股东应在《股票发行认购公

告》中指定日期前到公司当面签订认购合同，并在认购资金缴付期限截止日前将

资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逾期视同放弃优先认购权。” 

2018年2月26日，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网站上披露了《北京世纪明

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2月22日），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共计47名。其中，

上海鸥翎铂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科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科慧”）、天津厚德行知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厚德行知”）、

北京花样年华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花样年华”）、宁波华研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华研”）、宁波思研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思研”）、王勇、王学辉、李

岩、刘利雷、常州淳富神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计11名股东均已签

署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承诺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除以上11

名在册股东外，截至《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指定的2018年2月28日12:00前，宋向

阳等其余36名在册股东未按照指定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视为其均已放弃本次股

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综上所述，本次股票发行前的公司登记在册股东均放弃行

使优先认购权。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本次股票发行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符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八、关于本次股票发行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一）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37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自然人投资者，

其中李岩、刘利雷2人为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且李岩担任公司总经理，刘利雷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马薇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田磊、朱庆国、李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19 
 

冰琪为公司监事；孙旭东、王瑞静、黎明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余28名均为公

司核心员工。 

（二）发行目的 

世纪明德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期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的

凝聚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同时为落实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扩大

经营规模，提升整体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通过股票

发行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 

（三）股票公允价值 

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股票支付》相关规定，以本次股

票发行人挂牌转让股票市场价格为基础，并充分考虑其波动性。发行人属创新层

并以做市转让作为股票转让方式，发行人股票在市场上交易较为活跃，交易价格

随市场波动而波动。分别以发行人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董事会决议日、股

东大会决议日作为基准日，对发行人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平均交易价格进行测算

如下: 

董事会决议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股东大会决议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发行人董事会决议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23.38元/股、发行人股东

大会决议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23.38元/股，均高于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16.72元/股。 

由于本次发行的目的是实施股权激励，本次股票发行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每股股票公允价值按照发行人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确定为23.38元/股。本次发行对象除承诺限售期3年外，不

存在行权限制性条件，发行对象在授予日（本次《股票发行方案》通过股东大会

决议日）后，公司应确认的总费用为：（每股股票公允价值-认购价格）×认购

股份数=（23.38-16.72）元×2,226,994股=14,831,780.04元。公司将上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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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年内分三期计入管理费用，并确认资本公积。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目的是涉及向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发行股票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构成股份

支付。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

见问题解答（一）-股份支付》进行账务处理，相关账务处理合法合规。 

九、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

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核查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2015年3月2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参与全国

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主办券商对本次参与世

纪明德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和截至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形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查询网站，并通过获取相关备案函及向相关人员询

问等核查方式对认购对象及在册股东进行了核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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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核查情况 

根据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2月22日）的股东名册，公司在册

股东47名，其中自然人股东23名，机构股东24名。公司在册股东关于私募投资基

金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具体情况如下： 

1、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类型 基金编号 备案时间 

1 上海鸥翎铂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投资基金 SJ5314 2016年5月17日 

2 上海中城涌翼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投资基金 SM5788 2016年11月15日 

3 
常州淳富神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私募投资基金 
SR7795 2017年7月12日 

4 上海中城勇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投资基金 SK7261 2016年7月26日 

5 陆宝成全新三板 2 期私募基金 私募投资基金 SS6559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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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陆宝成全开泰新三板基金 私募投资基金 S29388 2015年4月23日 

7 鼎锋明道新三板汇联基金 私募投资基金 S33316 2015年5月7日 

8 陆宝成全新三板 1 期基金 私募投资基金 S27761 2015年4月7日 

2、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类型 基金编号 备案时间 

1 北京亿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 
P1013299 2015 年 5 月 14 

2 
石家庄瑞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 
P1003685 2014 年 6 月 4 日 

3 上海爱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 
P1060216 2016 年 11 月 30 

3、基金专户产品备案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类型 基金编号 备案时间 

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新三板

新机遇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R4822 2016 年 12 月 30 日 

2 

前海开源资产－中信证券－前

海开源资产鄂睿新三板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基金专户产品 S93521 2015 年 3 月 18 日 

4、证券公司做市账户 

序号 股东名称 

1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5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以上股东为证券公司做市专用账户，不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范

畴，无需履行登记或备案手续。 

5、其他机构股东情况 

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公司股东厚德行知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其经营范围不含“证券

投资”等字样；股东中上海科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股东为2名自然人，上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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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以股东自有资金投资，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属于

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股东中北京梧桐理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2

名自然人，北京梧桐理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股东自有资金投资，不存在以非公

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花样年华、

宁波华研、宁波思研均为世纪明德的员工持股平台，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京凯、

王勇及公司其他员工共同投资设立，自成立至今只投资了世纪明德一家公司，不

存在私募行为，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公司股东上海科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花样年华、厚德行知、宁波华研、宁

波思研、北京梧桐理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计6名机构股东均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登记或备案。 

（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

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核查情况 

世纪明德本次发行对象均系自然人投资者，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备案或登记手续。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实际认购对象均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

自然人投资者，不存在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形，因此，

不需要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程序。公司在册股东中属于基金

专户产品、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在册股东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办

理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均符合《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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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关规定。 

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的说明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2017年以来至本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银行对

账单、其他应收款明细账。经核查，2017年1月-8月，公司与共同控股股东之一、

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学辉控制的北京青青部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青部落”）发生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为青青部落代收代付房租、物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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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费，但在部分期间内形成短期资金占用情形，占用资金在关联交易发生当月

均已归还。公司已于2017年8月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7年9

月6日召开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此外，公

司对资金占用等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整改，主办券商亦进行了风险提示。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自挂牌至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签署日，不存在

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主办券商认为，世纪明德自挂牌至今，曾存在资金占用的不规范情形，对此，

公司已采取了必要的整改措施，实际控制人也出具了相关规范承诺，本次股票发

行时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 

十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认购合同是否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

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意见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签

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对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相关事宜

做出具体约定，具体条款内容如下（甲方指世纪明德，乙方指认购对象）： 

“5.1乙方应在本次发行的股票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在甲方持续任

职。如乙方在本次发行的股票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与甲方解除劳动关

系，则按如下处理方法和顺序收回乙方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 

5.1.1由甲方的控股股东按照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的成本价格进行受

让，受让股份数量和比例由甲方控股股东协商确定。 

5.1.2由甲方董事会指定的本次股票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按照乙方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票的成本价格进行受让。 

5.1.3由甲方按照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的成本价格收回注销。” 

除上述回购条款外，认购对象与公司签订的认购协议中未有估值调整条款，

亦不存在以下特殊条款： 

1、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 

2、限制挂牌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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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制要求挂牌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4、挂牌公司未来再融资，如果新投资方与挂牌公司约定了优于本次发行的

条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挂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挂牌公司派驻董事或

者派驻的董事对挂牌公司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决策权。 

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 

7、其他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不涉及业绩承诺及

补偿、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的股份回购条款、反稀释等特殊条

款。本次发行对象与世纪明德签署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中所涉及的特殊

条款的内容合法有效，已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挂牌公司

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要求。 

十二、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一） 关于公司前次股票发行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挂牌后尚未发生募集资金的情形，本次发行系公司挂牌以来首

次募集资金，故不涉及前次股票发行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前，世纪明德未发生过募集资金情形。 

（二）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2018年2月28日，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缴付到位，

并通过发行人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专项存储。发行人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存储和管理，不存在提前动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

司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存储和管理，不存在提前动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三） 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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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对象与世纪明德签署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本次股票发行

对象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相关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新增股份限售要求

进行限售；认购对象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核心员工的，其所

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愿锁定36个月不予转让。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限售安排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形的说明 

主办券商核查了此次股票发行37名认购对象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缴款凭证

及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等资料，相关认购对象出具了不存在代持行为的《承诺

函》。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中37名认购对象用于认购世纪明德发行

股票的资金均来自于自有合法资金，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五）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员工持股情形的说明 

根据《非上市公众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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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股票发行对象共计37名，均为自然人投资者，不属于不具有实际经营业

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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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员工持股

计划。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和员工持

股计划。 

（六）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意见 

经主办券商核查，世纪明德于2016年4月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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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世纪明

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并已于2017年4月27日在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世纪明德已分别于2018年2月9日、2018年2月25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世纪明德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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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要求，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开设账号为110910980010604的账户作为本次募集资金

的专项账户，并于2018年3月20日与天风证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

园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世纪明德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清华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存管不

得用于其他用途。 

综上所述，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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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

规定要求，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制定了《北

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世纪明德建立了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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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措施以及信息披露要求，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管理的要求。 

（七） 公司及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联合惩戒对象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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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经主办券商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同时，根据公司及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合法

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及相关主体和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均未被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证券期货市场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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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核查，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以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不属于

失信惩戒对象。 

（八） 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拟实缴控股子公司大荔明德出资额并投入

研学营地建设项目及围绕营地、游学、素质教育等产业上下游的投资并购，募集

资金全部用于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公司已在《股票发行

方案》中详细披露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并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符合

《解答（三）》关于募集资金用途及信息披露的要求。 

综上，天风证券认为：世纪明德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的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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