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证券代码：872958         证券简称：硕恩网络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硕恩网络 

（公司住所：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北路 500 号峻岭广场 306 室） 

 

 

 

 

 

 

主办券商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 层 

二零一九年九月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目录 

目录 .................................................................................................................................................. 2 

释义 .................................................................................................................................................. 3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4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 6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 11 

四、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及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 11 

五、非现金资产认购的相关情况 ................................................................................................. 11 

六、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 ............................................................. 12 

七、股票发行方案调整 ................................................................................................................. 12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 13 

九、备查文件 ................................................................................................................................. 14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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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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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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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公司、硕恩网

络、公司、发行人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开源证券、主办券商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

发行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 指 人民币元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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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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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数量为 1125 万股，募集资金数

额 1,462.5 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 元。 

公司近年来稳定经营，发展态势良好，并于 2018 年 9 月 6 日在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发展前景预期良好。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在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

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 

（三）认购方式与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股票发行预计募集金额 1,462.5 万元，实际募集金额 1,462.5 万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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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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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发行对象姓名/名称 

认购

方式 

发行对象

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上海临澈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现金 原股东 5,020,000 6,526,000.00 

2 
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现金 原股东 6,230,000 8,099,000.00 

合计 11,250,000 14,6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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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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事宜未作出限制性规定,

故本次发行股票以现金认购,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认购权，认购上限为

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乘积。 

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现有股东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临澈网

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次认购对象，现有股东李彩云签署了放弃优先

认购权的承诺书。 

（五）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上海临澈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前照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1）上海临澈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临澈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7 月 20 日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新杨公路 1800 弄 2 幢 1223 室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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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5 月 25 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 400 号 1 幢 3 层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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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临澈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原股东，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符合禁止平台参与认购、禁止股

份代持的相关监管要求。 

2、与公司、现有股东及其董监高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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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彩云持有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4.88%的股权，黄云持有上海

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2.89%的股权，徐云杰持有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8.18%的股权，苏冬平持有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1.77%的

股权，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上海临澈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彩云、赵敢、楼天阳为上海临澈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有限合伙人，除此之外，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需经相关部门核准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原股东，认购方式为现金，不涉及国资、外资等相关主

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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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有股东 3 名，本次发行无新增股东。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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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股数（股） 

1 

上海临澈网络

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490,000 55.52 6,233,334 

2 
上海前照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5,700,000 42.25 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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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3 李彩云 300,000 2.22 300,000 

合计 13,490,000 100.00 12,2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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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股东姓名/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上海临澈网络

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510,000 50.57 6,233,334 

2 

上海前照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1,930,000 48.22 5,700,000 

3 李彩云 300,000 1.21 300,000 

合计 24,740,000 100.00 12,2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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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股

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256,666 9.32 6,276,666 25.37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4、其它   6,230,000 25.18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1,256,666 9.32 12,506,666 50.55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6,533,334 48.43 6,533,334 26.41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核心员工     

4、其它 5,700,000 42.25 5,700,000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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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12,233,334 90.68 12,233,334 49.45 

总股本 13,490,000 100.00 24,74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原股东，无新增股东，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无变

化。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14,625,000.00 元。与本次发行前相比较，

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高，资产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实力增

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本次募集资

金将用于企业运营规模扩大中运营资金的补充以及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本次

股票发行成功后，公司资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持续融资能力将

得到提高，财务状况将得到一定改善。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要从事业

务依然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大数据处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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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临澈网络持有公司 55.52%股份的表决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前照咨询直接持有公司 42.25%的股份，行使公司 42.25%的股份的表决权；

同时，作为临澈网络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临澈网络持有的公司 55.52%股份的

表决权，前照咨询合计行使公司 97.77%股份的表决权。 

黄云、李彩云合计持有前照咨询 37.78%的股权，黄云、李彩云于 2017 年 8

月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二人在发展战略、生产、经

营决策、产业部署等重要事项方面采取一致行动。黄云、李彩云通过达成一致行

动，对前照咨询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黄云、李彩云通过前照咨询能够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前照咨询股

东约定，黄云、李彩云拥有硕恩网络全部董事的提名权，因此为公司共同实际控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临澈网络持有公司 50.57%股份的表决权，仍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 

黄云、李彩云合计持有前照咨询 37.77%的股权，未发生重大变化，仍为公

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或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股数 
持股比例

（%） 
股数 

持股比例

（%） 

李彩云 董事长 300,000 2.22 1,047,199 7.76 

黄云 董事、总经理 - - 1,306,100 9.68 

祖玉宁 董事、董事会秘书 - - - - 

徐云杰 董事 - - 466,750 3.46 

韦弦佩 董事 - - - - 

赵敢 监事会主席 - - 1,197,442 8.88 

李东萍 监事 - - - - 

楼天阳 监事 - - 221,527 1.64 

苏冬平 财务总监 - - 671,595 4.98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或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股数 
持股比例

（%） 
股数 

持股比例

（%） 

李彩云 董事长 300,000 1.21 2,107,866 8.52 

黄云 董事、总经理 - - 2,733,066 11.05 

祖玉宁 董事、董事会秘书 - - - - 

徐云杰 董事 - - 976,692 3.95 

韦弦佩 董事 - - - - 

赵敢 监事会主席 - - 2,000,000 8.08 

李东萍 监事 - - - - 

楼天阳 监事 - - 370,000 1.50 

苏冬平 财务总监 - - 1,405,338 5.68 

公司尚未认定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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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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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31

日 

2018年12月31

日 

资产总计（万元） 1729.02 2242.83  3,705.33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1500.71 1659.42  3,121.92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的股东权

益合计（万元） 
1500.71 1659.42  3,121.92  

每股净资产（元/股） 1.11 1.23  1.26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11 1.23  1.2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20 26.01  15.75  

流动比率（倍） 5.92 3.00  5.51  

速动比率（倍） 5.92 3.00  5.51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1862.94 2870.97 2870.97 

净利润（万元） 91.47 158.71 158.71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91.47 158.71 158.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万元） 
73.47 153.85 1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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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元） 

73.47 153.85 153.85 

毛利率（%） 28.81 31.03 31.03 

净资产收益率（%） 8.57 10.04  5.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

益率（%） 
6.89 9.74  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2 0.1177  0.0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2 0.1177  0.064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49 3.85 3.85 

存货周转率（次）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482.54 -405.13 -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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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36 -0.30  -0.16  

注：1、发行后财务数据以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本次发行后的

总股本、净资产摊薄测算。 

2、净资产收益率为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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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因本次股票发行而持有的新增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限售，除

此之外，无自愿锁定承诺。 

四、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及三方监管协议的签

订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放与管理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

司在上海农商银行龙华支行开立了银行专户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账户，银行账号：

50131000752652640；公司与主办券商开源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上海农商银行

龙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监管做

出了约定。 

综上，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与管理的要求。 

五、非现金资产认购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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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

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 

七、股票发行方案调整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首次披露后，公司未就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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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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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彩云 

 

 

 黄云  祖玉宁 

徐云杰 

 

 

 韦弦佩   

全体监事签字： 

 

 

 

赵敢 

 

 楼天阳  李冬萍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黄云 

 

 

 祖玉宁  苏冬平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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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股票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七）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八）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