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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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恩网络、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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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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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25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硕恩网络 

证券代码 872958 

主办券商 开源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32,162,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3,0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35,162,000 

发行价格（元） 4 

募集资金（元） 12,000,000 

募集现金（元） 12,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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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润源 1,000,000 4,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2 王首梅 500,000 2,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3 郭子琪 500,000 2,0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4 张福洲 400,000 1,6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5 祝毅坚 300,000 1,2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6 高凌云 300,000 1,2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合计 - 3,000,000 12,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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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基本信息: 

1、黄润源，女，身份证号 65010419******3328，1976年 9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2、王首梅，女，身份证号 62010219******4627，1962年 1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3、郭子琪，女，身份证 12010119******1022，1955 年 1月 20 日出生，中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4、张福洲，男，身份证号 33020519******0014，1958年 2月 10日出生，中国籍。 

5、祝毅坚，男，身份证号 45030419******0519，1974年 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6、高凌云，男，身份证号 62010219******4627，1972年 8月出生，中国籍，硕⼠学历。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拟募集金额 12,0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为 12,000,000.00元，无需

进行实际募集金额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自愿限售：认购合同约定本次发行无自愿限售安排。 

法定限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均不

参与股票认购，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无法定限售情形。 

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召开

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公司已在上海农商银行龙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1年 4月 15日，公司与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农商银行龙华支行签署《募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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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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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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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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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海临澈网络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263,000 50.5659% 0 

2 上海前照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15,509,000 48.2215% 0 

3 李彩云 390,000 1.2126% 0 

合计 32,162,0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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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临澈网络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63,000 46.25% 0 

2 上海前照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15,509,000 44.11% 0 

3 黄润源 1,000,000 2.84% 0 

4 王首梅 500,000 1.42% 0 

5 郭子琪 500,000 1.42% 0 

6 张福洲 400,000 1.14% 0 

7 李彩云 390,000 1.11% 0 

8 祝毅坚 300,000 0.85% 0 

9 高凌云 300,000 0.85% 0 

合计 35,162,000 100.00% 0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变化是以公司审议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测算。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100.00%的

股份，本次发行后，发行对象进入前十名股东行列，前十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100.00%的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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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3,000 50.57% 16,263,000 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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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 0 0%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15,899,000 49.43% 18,899,000 53.75%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32,162,000 100% 35,162,000 100%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0 0% 0 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0 0% 0 0%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0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

计 

0 0% 0 0% 

总股本 32,162,000 100% 35,162,000 1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3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6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9人。 

本次定向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总资产、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等财务指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改善公司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

债率及偿债风险，提高公司资金流动性，提高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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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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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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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临澈网络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成立于 2016年 7月 20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20MA1HL7R77D，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咨询，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奉贤

区新杨公路 1800弄 2 幢 1223室。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李仪凡、韦南、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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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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合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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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49 0.58 0.54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77 1.94 2.11 

资产负债率 30.24% 24.17%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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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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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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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仪凡 

 

韦南 

 

黄云 

2021/4/16 

控股股东盖章： 

上海临澈网络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0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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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二）股票定向发行认购期提前结束暨认购结果公告； 

（三）验资报告； 

（四）《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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