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主办券商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楼、28 楼 A02 单元 

  

二零一九年一月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1 
 

目录 

目录................................................................................................................................................... 1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 3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 3 

三、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意见 ....................................................................... 4 

四、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 4 

五、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本次募集资金及前一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信息披露

义务履行情况的意见 ....................................................................................................................... 5 

六、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发行对象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意见 ................................... 7 

七、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 7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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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九、关于发行过程及认购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 13 

十、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法合规性、定价合理性的意见 ................................................. 14 

十一、关于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是否合法合规的核查意见 ............. 15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限售安排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 16 

十三、本次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 16 

十四、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代持情况的核查意见 ......................................................................... 17 

十五、本次发行是否存在持股平台的意见 ................................................................................. 17 

十六、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在册股东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的情况............................................................................................................................................. 17 

十七、关于本次股票发行聘请第三方情况的核查意见 ............................................................. 18 

十八、主办券商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 18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2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脉科技”或“公司”）系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由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担任其持续督导主办券商。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进行股票发行以募集资金，本次股

票发行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作为广脉科技的主办券商，安信证券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业务规

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

“《股票发行细则》”）以及《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3 号-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

合规性意见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第 3 号》”）的规定，就广

脉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出具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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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

见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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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总数为 68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2 人，股票发行

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80 人，累计不超过 200 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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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核准情形。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并

完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制定了《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相应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公司内部

控制和内部管理。 

公司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组织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大会召开程序、提案及议决结果合法有效；董事会不存在超职权范

围议决的情形，并认真尽责地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公司监事列席了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履行了相关监督职责；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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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综上，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营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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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意见 

公司挂牌后共进行了一次股票发行，该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广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等议案，并提交 2018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启动本次股票发行程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时不涉及前次股票发行

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成的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的情形。 

四、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广脉科技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公告披露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涉及本

次股票发行事项，广脉科技发布了《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

案》、《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广

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认购结果公告》等相关公告。 

因此，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地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应当披露的信息。 

广脉科技自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在主办券商的督导

下，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的要求规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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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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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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本次募集资金及

前一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的意见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公司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杭州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规定。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与主办券商、募集资金存管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科技支行为本次股票发行开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号为 0716210000000175，并与银行和主办券商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详细披露了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进行了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并对募集

资金的具体用途进行了列举。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进行过一次股票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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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及其

他相关议案；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上述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前一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00 元/股，股票发行数量为 7,000,000 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000,000.00 元，募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已收到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共计人民币

14,000,000.00 元。山东和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

出具了和信验字（2017）第 000001 号《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2017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

的《关于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7]1169 号）。公司前一次全部募集资金均缴存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存

在在取得股票发行登记函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占用或

挪用公司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投资的情形，未将募集资金直接或

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也未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股票

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按照相关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公司为本次发行开立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核查，公司未有提前使

用募集资金、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等情况；公司详细披露了

本次和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并按要求披露了

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因此，本次和前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要求和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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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发行对象是否为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的意见 

经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相关信息，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法定

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对象不

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行政处

罚信息、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以及环保、食品药品、产品

质量领域严重失信者名单等不良信用记录名单。 

同时，公司及相关主体、发行对象出具了《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承诺

函》，声明公司及相关主体、发行对象不存在不良信用记录信息，未被列入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的相关名单。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意见签署之日，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对象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 

七、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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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股票发行享有优先认购权。根据《广

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司现有股东可按审议本

方案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的持股比例确定相应的可优

先认购上限行使优先认购权，拟行使优先认购权的现有股东应不晚于股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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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 24 小时将参与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意向函提交至公司，逾期视为自愿放弃

行使优先认购权。  

拟参与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现有股东已与公司签订《股票认购协议》，其

余现有股东均未在上述时间内向公司提交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意向函，因此视

同其余现有股东自愿放弃行使优先认购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广脉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优先认购安排合法有效。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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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合格投资者，其范围

为：  

（1）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  

（2）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3）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部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投资者、法人

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其中：①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指在签署协议之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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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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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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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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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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证券公司资

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

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等理财产品，社会

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机构投资者。③符合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其他机构需满足：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法人机构或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 27 名，包括 10 名新增公司核心员工、15 名公司在册

股东及 2 名新增合格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对象身份 
拟认购股数

（股） 

拟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杨文军 核心员工 200,000 550,000.00 货币 

2 李红霞 核心员工 100,000 275,000.00 货币 

3 黄琪 核心员工 300,000 825,000.00 货币 

4 楼晓民 核心员工 200,000 550,000.00 货币 

5 陈勤 核心员工 200,000 550,000.00 货币 

6 阮海强 核心员工 100,000 275,000.00 货币 

7 章颖姬 核心员工 100,000 275,000.00 货币 

8 祝邦曙 核心员工 70,000 192,500.00 货币 

9 周志豪 核心员工 200,000 550,000.00 货币 

10 王怡菁 核心员工 100,000 275,000.00 货币 

11 吴洪森 合格投资者 350,000 962,500.00 货币 

12 马莉 合格投资者 708,000 1,947,000.00 货币 

13 赵国民 
董事长、总经

理、在册股东 
3,300,000 9,075,000.00 货币 

14 赵淑飞 
董事、副总经

理、在册股东 
136,667 375,834.25 货币 

15 李之璁 
副总经理、在册

股东 
100,000 275,000.00 货币 

16 沈颖 
董事、副总经

理、在册股东 
81,693 224,655.75 货币 

17 王欢 

董事、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

人、在册股东 

325,740 895,785.00 货币 

18 双俊 在册股东 101,334 278,668.5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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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浙江磐星投资有限

公司 
在册股东 75,205 206,813.75 货币 

20 严晓飞 监事、在册股东 82,310 226,352.50 货币 

21 沈建中 在册股东 62,198 171,044.50 货币 

22 叶伟 
监事会主席、在

册股东 
32,677 89,861.75 货币 

23 孙晓恩 在册股东 60,586 166,611.50 货币 

24 张旌 在册股东 5,436 14,949.00 货币 

25 宋伟 在册股东 4,077 11,211.75 货币 

26 斯林烨 在册股东 2,718 7,474.50 货币 

27 董锦杰 在册股东 1,359 3,737.25 货币 

合计 - 7,000,000 19,250,000.00  

（1）杨文军，男，身份证号：62230119680608****，中国国籍，住所：甘

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营门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2）李红霞，女，身份证号：62010219711001****，中国国籍，住所：兰

州市城关区皋兰路街道旧大路***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3）黄琪，男，身份证号：36232419860328****，中国国籍，住所：杭州

市西湖区求智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4）楼晓民，男，身份证号：33010619670326****，中国国籍，住所：杭

州市西湖区物华绿洲湾公寓***。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5）陈勤，女，身份证号：33062119790223****，中国国籍，住所：杭州

市江干区采荷街道青荷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6）阮海强，男，身份证号：41272819820616****，中国国籍，住所：杭

州市江干区东望府***。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7）章颖姬，女，身份证号：33010419840323****，中国国籍，住所： 

杭州市拱墅区田园牧歌公寓听泉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8）祝邦曙，男，身份证号：33018319840623****，中国国籍，住所：杭

州市富阳区金凤路 128 号泊金湾小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

工。 

（9）周志豪，男，身份证号：31010819840204****，中国国籍，住所： 

上海市闸北区陆丰路 70 弄***。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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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怡菁，女，身份证号：31010119900408****，中国国籍，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厦门路 230 弄***。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核心员工。 

（11）吴洪森，男，身份证号：33010219560928****，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住所：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12 号***。证券账号为 0182411109，

托管单元编码为 725000，根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二路证券营业部出

具的证明，系合格投资者。 

（12）马莉，女，身份证号：11010319661111****，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花园北里**楼**号。证券账号为

0123526494，托管单元编码为 724800，根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兴门

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系合格投资者。 

（13）赵国民，男，身份证号：11010819650409****，中国国籍，住所：

杭州市下城区利兹城市公寓***。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在册股东。 

（14）赵淑飞，男，身份证号：33901119750222****，中国国籍，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下宁巷 1 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册股东。 

（15）李之璁，男，身份证号：33032519730109****，中国国籍，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采荷紫藕***。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6）沈颖，女，身份证号：31010919781017****，中国国籍，住所：上

海市虹口区四平路***弄。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册股东。 

（17）王欢，女，身份证号：31011419800219****，中国国籍，住所：上

海市嘉定区黄渡镇黄沈村***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册股东。 

（18）双俊，男，身份证号：36020319790708****，中国国籍，住所：江

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员工、在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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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19）浙江磐星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浙江磐星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MA28X1E42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赵明坚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 08月 16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天辰国际广场 4幢 910室 

浙江磐星投资有限公司系实缴出资额为 500 万元以上的法人机构，不属于

单纯以认购广脉科技股份而设立的持股平台，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系公司在

册股东。 

（20）严晓飞，男，身份证号：33012519770914****，中国国籍，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宝林街城西路 299 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监

事、在册股东。 

（21）沈建中，男，身份证号：31011519830224****，中国国籍，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兴路 986 弄***。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员工、在册股

东。 

（22）叶伟，女，身份证号：31010419681222****，中国国籍，住所：上

海市黄浦区丰记码头街***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监事、在册股东。 

（23）孙晓恩，女，身份证号：31011019790223****，中国国籍，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工农四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员工、在册股东。 

（24）张旌，男，身份证号：33900519920522****，中国国籍，住所：杭

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二棉路***。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员工、在册股东。 

（25）宋伟，男，身份证号：33108219850926****，中国国籍，住所：浙

江省临海市杜桥镇时代名邸***。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员工、在册股东。 

（26）斯林烨，男，身份证号：33068119890817****，中国国籍，住所：

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新上泉村***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员工、在册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13 
 

股东。 

（27）董锦杰，男，身份证号：33052219870723****，中国国籍，住所：

浙江省长兴县白岘乡五通山村西岗自然村***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员

工、在册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 10 名新增公司核心员工、15 名公司在册股东及 2名

合格投资者。本次发行对象中的新增 10 名投资者杨文军、李红霞、黄琪、楼晓

民、陈勤、阮海强、章颖姬、祝邦曙、周志豪、王怡菁系公司核心员工，其与

公司在册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对象

中的新增 2 名投资者吴洪森、马莉系合格投资者，其与公司在册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对象中的 15 名公司在册股东

中包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在册股东之间均无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的新增 10 名投资者杨文军、李红霞、黄琪、楼晓民、陈

勤、阮海强、章颖姬、祝邦曙、周志豪、王怡菁系经公司认定的核心员工。

2018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认

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公示期为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2018 年 6 月 6 日。公示期内，公司员工对本次认定的核心员工的认

定未提出异议，2018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上述《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2018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认定核心员工的议案。因此本次发行对

象中的新增核心员工均已履行核心员工认定程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对象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有通过本次发行持有发行人股票的

资格。 

九、关于发行过程及认购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14 
 

（一）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二）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由于出席本次会议的 5 名董事中 4 名董事参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回避本

次发行方案议案的表决，因此本议案的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无法形成有效决

议，直接提交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经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

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 10 名新增公司核心员工、15 名公司在册股

东及 2 名新增合格投资者。公司其他在册股东均放弃行使本次发行股份的优先

认购权。本次发行新增股东 12 名，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  

（五）本次股票发行，广脉科技与发行对象分别签订了《股票认购协

议》。本次股票发行均以现金形式认购，未有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根

据公司发布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缴款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截止 2018 年 12 月 14 日，根据南京银行出具的股票认购款缴款

凭证，本次认购对象均以现金方式缴纳了股票认购款，本次股票发行认购金额

1,925 万元已按照认购公告规定的缴款期限全部缴款完毕。  

（六）本次股票发行，无须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等程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广脉科技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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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

不存在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行为，不存在非法融资行为，股东大会、董事会议

事程序合规，发行过程和结果合法、合规。  

十、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法合规性、定价合理性的

意见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15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75

元。该价格主要参考了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归属于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以及前次股票发行价格，结合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公司成长性

等因素，并经公司与投资者沟通协商后最终确定。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通包括股票发行价格在内的股票

发行方案；并经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议案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发行价格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相关董事会会议资料、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公司目前的运营情况及行

业发展有关资料，主办券商认为广脉科技本次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及过程公

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股份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之处，不存在损

害原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一、关于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

是否合法合规的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认购协议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经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系协议各方真实之意思表示，文件内容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

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及认购对象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经核查，本次发行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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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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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融资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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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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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查阅权、知情权等条款。7．其他

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投资条款。 

综上，本次发行认购协议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经

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认购协议不存在业绩承诺

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不存在操纵股价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

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限售安排是否合法合

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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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将按照《公司法》、《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

定办理限售，发行对象无其他自愿锁定承诺。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业务规则》及其他

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以及相关认购协议的约定。 

十三、本次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

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 10 名新增公司核心员工、15 名公司在册股东及 2名

新增合格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目的为补充流动资金，不以获取职工服务为目

的，也不以股权激励为目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为 1.42 元。公司采用集合竞价的交易方式，自公司挂牌以来截至本

次股票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价格波动较大，二

级市场交易价格无法准确反映公司实际价值；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董事会决议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仅有 2018 年 10 月 12 日有成交，成交价格

为 3.00 元/股，成交股数为 40 万股。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共有 1 次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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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发行时间为 2017 年 3 月，发行价格为 2.00 元/股。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75 元/股，不存在显著低于公司股票公允价值的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

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的情形，不涉及股份支付，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股份支付》的规定。 

十四、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代持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主办券商核查，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均系以自有的货币出资，

不存在代他人出资或/及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

纷，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的情况，不存在任何实质性构成或可能构成股

权代持的协议、安排或承诺。 

十五、本次发行是否存在持股平台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 10 名新增公司核心员工、15 名公司在册股东及 2名

新增合格投资者。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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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

定，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 

十六、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不存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的机构。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中非自然人股东合计

1 名，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手续或私募投资基金发行备案手续。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18 
 

十七、关于本次股票发行聘请第三方情况的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在本次广脉科技股票发行过程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

方的行为，且不存在未披露聘请第三方的行为。  

主办券商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并核查了广脉科技与第三方签署的服务协

议、公司出具的说明，在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有偿聘请了北京大成（杭州）

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股票发行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有偿聘请了山东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股票发行验资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除

聘请上述两家机构外，广脉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中不存在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的

行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主办券商及广脉科技已按照《关于规范主办券商推

荐业务中聘请第三方信息披露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8〕

1106 号）的要求核查并披露第三方聘请情况，在本次股票发行中，广脉科技有

偿聘请了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股票发行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

所，有偿聘请了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股票发行验

资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除聘请上述两家机构外，广脉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中不

存在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的行为。主办券商在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备案前将持续

履行合规审查、核查义务，对新增聘请第三方或原聘请事项发生变动的情况进

行信息披露和发表意见。 

十八、主办券商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因此不存在资产评估

程序违法违规、资产权属不清，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之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