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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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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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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方案中，除非特别提示，下列词语含义如下： 

名词  释义 

公司、股份公司、广脉科技 指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腾科技 指 浙江广腾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广浩科技 指 杭州广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7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75 元，

融资金额不超过 1925 万元。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山东和信 指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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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 指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方案》 指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关联关系 指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所确定的

公司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内在联系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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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COM TECHNOLOGY CORP. 

注册资本：5,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国民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31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03 月 22 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安路 650 号 2 幢 310 室 

证券简称：广脉科技 

证券代码：838924 

挂牌日期：2016 年 8 月 19 日 

董事会秘书：王欢 

电话：0571-86076710 

传真：0571-85088555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拓展公司业务、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保

障公司经营目标及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特进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股票发行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发行对象范围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在册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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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股东对本次股票发行享有优先认购权。公司在册股东可按审议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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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股东应不晚于股权登记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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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册股东行使了优先认购权，本方案中的发行对象认购股数按照拟认购股

数的比例相应调整。 

2、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

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共计 27 名，包括 10 名新增公

司核心员工、15 名公司在册股东及 2 名合格投资者。除公司原股东外，本次发

行对象合计不超过 27 名，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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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 

2 李红霞 核心员工 100,000 275,000.00 现金 

3 黄琪 核心员工 300,000 825,000.00 现金 

4 楼晓民 核心员工 200,000 550,000.00 现金 

5 陈勤 核心员工 200,000 550,000.00 现金 

6 阮海强 核心员工 100,000 275,000.00 现金 

7 章颖姬 核心员工 100,000 275,000.00 现金 

8 祝邦曙 核心员工 70,000 192,500.00 现金 

9 周志豪 核心员工 200,000 550,000.00 现金 

10 王怡菁 核心员工 100,000 275,000.00 现金 

11 吴洪森 合格投资者 350,000 962,500.00 现金 

12 马莉 合格投资者 708,000 1,947,000.00 现金 

13 赵国民 
董事长、总经理、

在册股东 
3,300,000 9,075,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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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赵淑飞 
董事、副总经理、

在册股东 
136,667 375,834.25 现金 

15 李之璁 
副总经理、在册股

东 
100,000 275,000.00 现金 

16 沈颖 
董事、副总经理、

在册股东 
81,693 224,655.75 现金 

17 王欢 

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在册

股东 

325,740 895,785.00 
现金 

18 双俊 在册股东 101,334 278,668.50 现金 

19 
浙江磐星投资

有限公司 
在册股东 75,205 206,813.75 现金 

20 严晓飞 监事、在册股东 82,310 226,352.50 现金 

21 沈建中 在册股东 62,198 171,044.50 现金 

22 叶伟 
监事会主席、在册

股东 
32,677 89,861.75 现金 

23 孙晓恩 在册股东 60,586 166,611.50 现金 

24 张旌 在册股东 5,436 14,949.00 现金 

25 宋伟 在册股东 4,077 11,211.75 现金 

26 斯林烨 在册股东 2,718 7,474.50 现金 

27 董锦杰 在册股东 1,359 3,737.25 现金 

总计 7,000,000 19,250,000.00  

注：发行对象及认购金额以最终认购对象及打款金额为准。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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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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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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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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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杭

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12 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合格投资者。 

（12）马莉，女，身份证号：11010319661111****，中国国籍，住所：北京

市丰台区长辛店花园北里**楼**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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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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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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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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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的关

联关系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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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 2.75 元。 

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和信审字（2018）第 00021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普通股总股本为 59,000,000 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8,370.41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42 元。根据公司 2018 年半年度财

务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普通股总股本为 59,000,000

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8,374.98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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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股票发行，发行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发行价格为 2.00 元/股。因此，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每股 2.75 元，高于公司前次股

票发行价格，系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每股净资产、行业市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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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前次股票发行价格、成交均价等多方面因素，并与发行对象沟通的基础上最

终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合理。 

（四）发行股票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股票不超过 700 万股（含 700 万股），预

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9,250,000.00 元（含 19,250,000.00 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分红派息、转增股份及其对公司价格的影响 

公司自挂牌以来，不存在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股票发行之日起至股票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发生除

权、除息情况，无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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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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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认购的股份将按照相关要求进行限售。除

此之外，本次发行股票无其他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七）本次发行前资本公积、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发行前的资本公积和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

享。 

（八）本次股票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

案》、审议《修订<公司章程>》、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审议《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等议案尚

需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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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股票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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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需要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不涉

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三、前一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一）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25 万元（含 1,925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资金用途与主营业务相关。资金募集完

成后将扩大公司资本规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公司

的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经营发展。 

（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分析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决定了高流动资金需求  

公司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是一家集研发、销售及相关服务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成为通讯运营商的全产业链服务商，与运营商展开全方

位的深度合作。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通信信息系统集成（含通信基础网络建设服

务、高铁通信服务、广电系统集成服务等）、ICT 及智慧社区、民营铁塔基站基

础设施投资运营等，公司的两个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分别聚焦于广电及智慧社区产

品与软件平台及数字内容运营。在业务开展过程中需要支付包括通信信息系统集

成业务所需的各类劳务支付、ICT 及智慧社区业务所需的各类产品及辅材购买、

基站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所需的各类服务费用、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质量保

证金等在内的各类保证金等，公司对流动资金需求较高；其次，公司工程项目周

期普遍较长，有的项目前期垫资支出较大，且由于随着运营商规范管理，审定流

程加长，应收款回收期也较长，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额比重较大；再次，随

着公司在资产投资运营、数字内容运营业务快速拓展推进，资金需求也随之相应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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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实力对承接工程的影响较大 

资金实力是承揽工程的关键要素之一，项目垫资、前期投入和相关业绩已成

为承包商入围中标的重要条件。2017 年公司顺利取得建筑业通信工程施工总承

包二级资质及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叁级资质，2018 年取得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

行业资信等级二级证书，公司将加快大力拓展业务的步伐，积极开拓市场。持续

快速增加的项目规模对公司流动资金占用不断上升，因此，保证充足的资金对承

接和承做现有项目至关重要。 

综上，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缓解公司后续经营所需资金的压

力，保证公司未来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

的利益。 

（三）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列举 

本次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列举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 1,925.00 

其中：支付原材料 1,155.00 

支付劳务及技术服务款 570.00 

支付职工薪酬 200.00 

（四）前一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发行方案出具日，公司前一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14,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3,277.43 

募集资金净额 14,023,277.43 

二、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三、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4,023,277.43 

具体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14,023,2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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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余额 - 

综上所述，截至本发行方案出具日，公司前一次募集资金 14,000,000.00 元

已全部使用完毕。前一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增强公司市场竞争

力、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及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与前一次发行方案中披露的募集

资金用途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另外，

公司前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于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后进

行使用，不存在取得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的情形，

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 

公司将按照全国股转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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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将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第三方监管账户进行专户管理，与主办券商、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监管部门报备。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赵国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9,745,591 股，占公司股

本比例为 50.42%，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发生

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不会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高，对其他股东权

益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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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营能力将有所提升。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的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赵国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9,745,591 股，占公司股

本比例为 50.42%，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后，赵国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3,045,591 股，占公司股

本比例为 50.07%，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

大股东未发生变化。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五、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等公司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

除的情形； 

（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不存在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转公司公开谴责、通报

批评、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四）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六、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该股票认购协议需经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签订的《股票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认购人）：杨文军、李红霞、黄琪、楼晓民、陈勤、阮海强、章颖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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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邦曙、周志豪、王怡菁、吴洪森、马莉、赵国民、赵淑飞、李之璁、沈颖、王

欢、双俊、浙江磐星投资有限公司、严晓飞、沈建中、叶伟、孙晓恩、张旌、宋

伟、斯林烨、董锦杰 

乙方（发行人）：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8 年 11 月 5 日 

2、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甲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 

支付方式：甲方在乙方认购公告规定的缴款时间内将认购款足额汇入乙方指

定账户。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协议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

发行后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除所述的合同生效条件外，合同中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合同无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 

6、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7、违约责任条款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声明和

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部分不

能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

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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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延迟支付认购资金，每延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认购资金总额万分之三的

违约金，并赔偿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8、纠纷解决机制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时，本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1、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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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联系电话：0755-82828165 

5、传真：0755-82558002 

6、经办人员：林杨赫赫 

（二）律师事务所 

1、名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 

2、负责人：何鑑文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A 座 18 楼 

4、联系电话：0571-85176093 

5、传真：0571-85176093 

6、经办人员：赵超鹏、左斌 

（三）会计师事务所 

1、名称：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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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人：王晖 

3、住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59 号盐业大厦 7 层 

4、联系电话：0531-81666203 

5、传真：0531-81666259 

6、经办人员：王何成、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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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董事：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赵国民          赵淑飞               沈颖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王欢              张旭伟 

监事：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叶伟              严晓飞               刘健 

 

高级管理人员：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赵国民           李之璁             赵淑飞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沈颖                王欢 

 

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