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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创信股份、本公司、公司或股份

公司、发行人 
指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 

董事会 指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 指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向确定

对象的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股票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主办券商、华英证券 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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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

发行规则》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创信股份 

证券代码 838536 

主办券商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前总股本（股） 45,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2,921,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47,921,000 

发行价格（元） 5.82 

募集资金（元） 17,000,220 

募集现金（元） 17,000,22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否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是 

是否属于股权激励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创信股份现行的《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增加注册

资本，由董事会制定新股发行方案并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董事会在制定方案时作出特

别安排外，公司现有股东对所发行的新股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根据《公司章程》和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本次发行现有股东

无优先认购安排。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0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1 杨黔蜀 688,000 4,004,16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2 钟珍敏 464,000 2,700,48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3 王亚红 344,000 2,002,08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4 袁珉 200,000 1,164,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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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薇 200,000 1,164,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6 周雨帆 200,000 1,164,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7 高茂舒 172,000 1,001,04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8 阳南 188,000 1,094,16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控股股

东、实际

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

动人 

9 蔡汶邑 465,000 2,706,3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合计 - 
2,921,00

0 

17,000,22

0 
- - 

 

根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及承诺，发行对象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股票相应出资资金均为其合法取得，相关股份均为其真实持有，不存在委托他人或接受他

人委托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17,000,220 元，与预计募集金额 18,001,260

元相比有所减少，主要系发行对象刘安然减少认购数量所致，募集资金减少部分，公司将

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等方式予以解决。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

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

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对象阳南为公司董事，所认购股份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股

转系统相关业务规则办理法定限售，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本次发行无自愿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承诺。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发行人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2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信息披露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制度，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发行人董事会负责建立健全发行人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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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制度，并确保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同时，为了控制日常经营中资金运作的风险，

发行人制定了严格的内控制度，在日常经营的各环节和阶段对企业运营和资金管理实施

了严格的管理控制程序，通过完善内部控制程序避免募集资金的使用风险。 

发行人已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开具账号为 1001300000781846的募集资

金账户，该账户作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发行人将在本次发

行认购结束后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

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截至 2020年 6月 3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除刘安然未缴纳投资款外，其他投资

人均已将投资款实缴至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5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华英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堂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八) 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如有） 

本次发行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九)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定向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由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豁免中国

证监会核准。 

 

(十)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在册股东不属于国资、外资，不需要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

案等管理程序。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股东类型有境内自然人和境内非

国有法人，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 

因此，本次定向发行除需提交全国股转公司进行自律审查外，不涉及其他需履行国

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批准或备案程序。  

 

(十一) 其他说明（如有） 

无。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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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阳南 32,534,000 72.30% 28,012,500 

2 成都创信壹号商

务 

  咨询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6,703,600 14.90% 0 

3 吴敏 1,323,000 2.94% 1,012,500 

4 战宇轩 1,323,000 2.94% 1,012,500 

5 陈建蓉 1,315,900 2.92% 1,012,500 

6 王兰 1,012,500 2.25% 1,012,500 

7 曾波 734,500 1.63% 550,875 

8 王连芳 45,000 0.10% 33,750 

9 杨黔蜀 1,200 0.003% 0 

10 李铁 1,000 0.002% 0 

合计 44,993,700 99.98% 32,647,125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阳南 32,722,000 68.28% 28,153,500 

2 成都创信壹号商

务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703,600 13.99% 0 

3 吴敏 1,323,000 2.76% 1,012,500 

4 战宇轩 1,323,000 2.76% 1,012,500 

5 陈建蓉 1,315,900 2.75% 1,012,500 

6 王兰 1,012,500 2.11% 1,012,500 

7 曾波 734,500 1.53% 550,875 

8 杨黔蜀 689,200 1.44% 0 

9 蔡汶邑 465,000 0.97% 0 

10 钟珍敏 464,100 0.97% 0 

合计 46,752,800 97.56% 32,75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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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1,500 10.05% 4,568,500 9.53%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1,119,275 2.49% 1,119,275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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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6,712,100 14.91% 9,445,100 19.7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12,352,875 27.45% 15,132,875 31.58%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28,012,500 62.25% 28,153,500 58.75%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3,622,125 8.05% 3,622,125 7.56%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1,012,500 2.25% 1,012,500 2.11%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32,647,125 72.55% 32,788,125 68.42% 

总股本 45,000,000 - 47,921,000 -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70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3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73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股本及资本公积因募集资金而增加，其中货币资金

增加 17,000,220.00元，股本增加 2,921,000股，资本公积增加 13,924,220.00元，其他

资产无变化。公司资本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流动资金得到补充，公司的资产结构更趋于

稳健。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管理、招投标代理、政府采购、

BIM 技术咨询等业务，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日常运营资金支出，旨在保障公司

业务规模扩张带来的资金需求，进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要业务仍为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管理、招投标代理、政府采

购、BIM 技术咨询等业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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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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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和实际控制权的变更。本次发行前，阳南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直接持股比例为72.30%，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阳南仍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比例为68.28%。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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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南 董事长 32,534,000 72.30% 32,722,000 68.28% 

2 战宇轩 
董事、副总

经理 
1,323,000 2.94% 1,323,000 2.76% 

3 吴敏 
董事、副总

经理 
1,323,000 2.94% 1,323,000 2.76% 

4 陈建蓉 监事会主席 1,315,900 2.92% 1,315,900 2.75% 

5 曾波 
董事、总经

理 
734,500 1.63% 734,500 1.53% 

6 王连芳 监事 45,000 0.10% 45,000 0.09% 

7 叶燕 职工监事 0 0.00% 0 0.00% 

8 朱晓平 

董事、财务

负责人、信

息披露负责

人 

0 0.00% 0 0.00% 

9 刘安然 总经理助理 0 0.00% 0 0.00% 

合计 37,275,400 82.83% 37,463,400 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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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9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28 0.49 0.47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59 1.37 1.29 

资产负债率 38.74% 37.61% 31.82%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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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有关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告的《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修订稿）之“六、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告编号：2020-025），根据全国股转系统的

审查意见对《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修订更新，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1、明确了特殊投资条款中关于“在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含义：“甲、

乙、丙三方确认，协议第二条所述“未能实现在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指：四川创

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完成之日（即新增股票挂牌交易日）3年内

未能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者 3年内

未能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

牌”； 

2、明确了因交易制度等原因，导致回购条款中标的股份无法按照约定价格交易时

的补充安排：“若因交易制度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变更为做市转让或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改变交易制度或发生任何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上的变化等），导致乙方、丙

方在行使回购等权利时出现无法实现股权转让之情形，则双方将另行协商解决或安排其

他替代性措施，不视为乙方、丙方违约”。 

 

六、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如有） 

无。 

 

七、 有关声明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05-14/1589446912_224896.pdf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0/2020-05-14/1589446912_224896.pdf


四川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本公司或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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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2020年6月8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0年6月8日 

八、 备查文件 

（一）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相关的董事会决议 

（二）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相关的监事会决议 

（三）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 

（四）定向发行说明书 

（五）股票发行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六）股票发行验资报告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八）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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