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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本公司、安洁士 指 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安洁士环保（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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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股转

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券、主办券商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公司本次发行 8,445,000 股公司普通股票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会出现四舍五入导致的尾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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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018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

发行的相关议案，并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票发行相关议案。 

2018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出席股东大会具有

表决权的股东一致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 

2018 年 4 月 28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众会

字(2018)第 3911 号），对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方的缴款情况予以了验证。 

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安洁士本次实际发行股票 844.50 万股，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7,499.16 万元。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88 元。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575,185.42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44 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70,213,699.38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47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

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最终确定的。 

2018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股票发

行方案；2018 年 3 月 29 日，该方案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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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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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未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做出特别规定，审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中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

要求的股东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参与优先认购的在册股东应于审议批

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后 3 个转让日内与公司签署认购协议，逾期视为

放弃认购本次公司发行的股票。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每一股东优先认购数量上限为其在

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比例乘以本期定向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3 月 21 日的在册股东共计 15 名，2018 年 3 月 29 日，公

司 201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截至 2018 年 4 月 13 日，全体在册股东未就优先认购事项

与公司签署认购协议，视为放弃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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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 5 名。本次向新增股东发行股票 844.5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8.8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99.16 万元。具体发行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

方式

拟认购股份

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 
（元） 

是否在册

股东 

1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现金 5,630,000 49,994,400.00 否 

2 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现金 1,126,126 9,999,998.88 否 

3 上海汇石鼎优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现金 563,000 4,999,440.00 否 

4 
宁波茂汇博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现金 563,000 4,999,440.00 否 

5 何洋 现金 562,874 4,998,321.12 否 

合计 8,445,000 74,991,600.00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UC9F 

名称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松江区中创路 68 号 13 幢 500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金浦新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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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6 年 3 月 7 日 

合伙期限 2016 年 3 月 7 日至 2022 年 3 月 6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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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SM8856；其基金管理人为上海金浦新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2016 年 8 月 29 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P1033734。 

（2）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5695548845 

名称 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老芦公路 536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01 月 28 日 

合伙期限 2011 年 01 月 28 日至 2031 年 01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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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5 月 4 日，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完成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P1001913。 

（3）上海汇石鼎优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EC7F 

名称 上海汇石鼎优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玉兰路 8 号 11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汇石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6 年 01 月 18 日 

合伙期限 2016 年 01 月 18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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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8 日，上海汇石鼎优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基金编号 SJ9870；其基金管理人为上海汇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4 年 4

月 17 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P100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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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波茂汇博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AEJGW1P 

名称 宁波茂汇博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十二号 166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茂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09 月 27 日 

合伙期限 2017 年 09 月 27 日至 2027 年 09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私募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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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5 日，宁波茂汇博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私募

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SY5294；其基金管理人为浙江茂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2015

年 5 月 28 日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P1014675。 

（5）何洋 

何洋，男，1984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为 230602198401XXXXXX，住址为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环城路 XXXX。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具备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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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之间、认购对象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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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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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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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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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3 月 21 日，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 15 名；发行后，股

东人数为 20 名。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本次股票发行符

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

发行的情形。 

（七）本次发行的认购合同中是否存在特殊条款 

本次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中不存在有关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

条款。 

（八）募集资金用途 

1、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子公司安洁士（宁夏）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的环保

无害化资源综合处置中心项目（一期）建设及公司银行贷款的偿还，所投入募集资金

如下： 

投入项目 金额（万元） 

环保无害化资源综合处置中心项目（一期） 5,499.16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 

投入总计 7,499.16 

（1）募集资金投入环保无害化资源综合处置中心项目（一期）情况 

募集资金拟投入环保无害化资源综合处置中心项目（一期）包含油泥处理工程及

废矿物油处理工程两个项目，具体金额如下： 

①油泥处理工程 

项目 金额（万元） 占比 

土建工程费 372.00 12.00% 

设备材料购置费 2,653.00 85.58% 

安装工程费 75.00 2.42% 

合计 3,100.00 100.00% 

②废矿物油处理工程 

项目 金额（万元） 占比 

土建工程费 253.00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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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占比 

设备材料购置费 2,066.16 86.12% 

安装工程费 80.00 3.33% 

合计 2,399.16 100.00% 

注：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与发行方案拟募集资金的差额部分将以自筹资金解决。 

（2）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情况 

借款银行 截止目前余额 利率 借款用途 到期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松江支行 
2,000 万元 5.22% 

支付供应商

货款 
2018 年 5 月 16 日 

如上述银行贷款到期但本次股票发行仍未取得相关批复，公司将自筹资金偿还，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2、本次股票发行之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1）必要性分析 

公司多年从事环保业务，业务范围涵盖油田、工业、市政等多个领域，新《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对各地政府在环保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环

保行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公司业务量的增加。本次募投项目环保无害化资源综合处置

中心（一期）建成后，主要用于处理油泥土、废矿物油等污染物，环保无害化资源综

合处置中心项目（一期）的建设，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综合实力。 

公司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助于公司减少负债总额，降低

利息支出，优化财务结构，有利公司的持续发展。 

（2）可行性分析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具备了开展相关业务所需的经验和技术，有能力建设及运行

本次募投项目环保无害化资源综合处置中心项目（一期）；同时，公司已经获得了平

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相关建设批复文件（宁平工信备案[2017]33 号、平工业和

信息复[2017]20 号），提供了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的先决条件。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募集资金的到位将有利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为公司未来业绩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九）募集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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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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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之相关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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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已在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开

户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 

（十）挂牌公司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挂牌以来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之情形。 

（十一）挂牌公司相关主体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证券期货

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等网站，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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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2018 年 3 月 2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及股票限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悦欧（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32,430,000 47.00% 23,481,412 

2 
上海安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215,000 23.50% 11,415,222 

3 
Matrix Partners China I Hong Kong 

Limited 
4,693,932 6.80% 0 

4 
苏州纪源科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77,943 6.63% 0 

5 
众成（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4,140,000 6.00% 3,053,250 

6 宁波盈峰睿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41,323 3.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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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7 李松棠 1,349,088 1.96% 0 

8 阮安源 748,236 1.08% 561,177 

9 何惠银 607,166 0.88% 0 

10 
上海安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48,155 0.65% 51,560 

合计 67,650,843 98.04% 38,56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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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股权结构不变，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

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悦欧（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32,430,000 41.87% 23,481,412 

2 
上海安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215,000 20.94% 11,415,222 

3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630,000 7.27% 0 

4 
Matrix Partners China I Hong Kong 

Limited 
4,693,932 6.06% 0 

5 
苏州纪源科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77,943 5.91% 0 

6 
众成（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4,140,000 5.35% 3,053,250 

7 宁波盈峰睿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41,323 3.15% 0 

8 李松棠 1,349,088 1.74% 0 

9 
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126,126 1.45% 0 

10 阮安源 748,236 0.97% 561,177 

合计 73,351,648 94.71% 38,51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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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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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6,110 7.52% 5,186,110 6.70%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90,114 0.13% 90,11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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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24,890,813 36.07% 33,335,813 43.0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30,167,037 43.72% 38,612,037 49.86%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558,330 22.55% 15,558,330 20.09%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270,342 0.39% 270,342 0.35%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23,004,291 33.34% 23,004,291 29.7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8,832,963 56.28% 38,832,963 50.14% 

总股本 69,000,000 100.00% 77,445,000 100.00%

注：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数为直接加间接持股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为直接持股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中不包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数。 

2、股东人数 

发行前，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15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5名，发行后，股

东人数为20名。 

3、资产结构 

以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模拟测算，本次股票发行前后资产结

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流动资产 197,699,480.44 66.44% 272,691,080.44 73.20% 

非流动资产 99,851,526.51 33.56% 99,851,526.51 26.80% 

资产总额 297,551,006.95 100.00% 372,542,606.95 100.00% 

4、业务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前，从事环保业务，业务范围涵盖油田、工业、市政等多个领域。 

本次募投项目环保无害化资源综合处置中心（一期）建成后，主要用于处理油泥

土、废矿物油等污染物，环保无害化资源综合处置中心项目（一期）的建设，有助于

公司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综合实力。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仍是从事环保业务，业务范围涵盖油田、工业、

市政等多个领域。 

所以，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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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实际控制人为阮安源；本次发行后，阮安源仍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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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数

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阮安源 董事长 748,236 1.08% 748,236 0.97% 

2 粟元生 董事 360,456 0.52% 360,456 0.47% 

合计 1,108,692 1.60% 1,108,692 1.60% 

注：上述持股情况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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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 2017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6 0.41 

净资产收益率% 19.74 17.04 12.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93 -0.17 -0.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47 2.93 3.57 

资产负债率% 30.32 32.19 25.86 

注：本次股票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模拟测算。 

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公司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资本安全结构得到提升。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票无限售安排，发行对象也无自愿锁定承诺。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的结论性意见为：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

五条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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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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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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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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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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具备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

资格。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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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平、公正，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效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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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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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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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特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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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认购方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新增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非现

金资产认购股票的情形。 

（九）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主办券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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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汇石

鼎优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茂汇博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公司现有股东苏州纪源科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基金，均

已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前述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均已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完成了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其他认购对象及现有股东不涉及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或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情形。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代持情况的核查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持股平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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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

述的持股平台的情况。 

（十三）关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稀释等特殊条款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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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关于公司前期构成收购、非现金资产认购的发行中涉及收购人或非现金

资产认购方的承诺事项是否严格履行，及对挂牌时或前期发行中存在尚未完成备案的

私募基金承诺完成备案程序是否严格履行的意见 



15 
 

公司不存在前期构成收购、非现金资产认购的发行涉及收购人或非现金资产认购

方的承诺事项的情况。挂牌时或前期发行中不存在尚未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承诺完成

备案程序的情况。 

（十五）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

要求的说明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和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的要求。 

（十六）对本次募集资金是否购买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房地产开发

业务、是否用于宗教投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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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关于发行人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 

公司挂牌以来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之情形。 

（十八）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认购期之外缴款的情形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认购期之外缴款的情形。 

（十九）关于本次股票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 

（二十）关于发行人是否提前动用募集资金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十一）关于主办券商是否按相关规定执行了业务隔离制度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出具合法合规意见的主办券商，并未参与公

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股东名册及转让方式，公司目前转让方式

为集合竞价转让方式，不存在做市业务，因此不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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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业务隔离制度的规定。 

（二十二）关于主办券商对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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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及本

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十三）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无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安洁士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

已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2、安洁士本次股票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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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发行的条件。 

3、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

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 

4、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及结果符合《监督管理办法》、《发行业务细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完成后已经

履行必要的验资手续，尚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备案程序，本次股

票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5、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是公司和本次发行对象的达

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公司及发行对象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6、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性资产认

购股份的情形。 

7、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关于优先认购的规定符合《公司法》、《发行业务细

则》的相关规定，安洁士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现有股东均已放弃行使优先认购权，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损害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情形。 

8、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存在 1 名法人股东苏州纪源科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属于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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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3203。除该名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三名法人股东金浦新兴、汇石鼎优、茂汇博格属于以非公开方式

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一名法人股东星通创业属于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基金管理人，均已经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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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

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9、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系以自身名义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并实际缴纳相应

出资，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10、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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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11、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宗教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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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

行的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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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法合规。 

12、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涉及“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的业务，

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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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挂牌公司”，不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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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票发行相关规定的限制。 

13、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安洁士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14、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的情形，不存在《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规定不

得实施股票发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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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股东大会通知； 

（三）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四）股票发行方案； 

（五）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七）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 

（八）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