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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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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信息 

(一) 公司名称:北京意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证券简称: 意畅科技 

(三) 证券代码：832947 

(四)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世纪经贸大厦B座11层06、07

室 

(五)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世纪经贸大厦B座11层03室 

(六) 联系电话：010-88820518 

(七) 法定代表人:侯东民 

(八)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侯东民 

二、 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公司股票转让方式拟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公司向做市商

提供做市库存股票，特进行本次股票发行。 

(二) 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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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意畅科技《公司章程》中对股东优先认购权并无规定，在册股东享有

本次定向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10月28日，凡2015年10月28日下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为公司的现有股东（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

享有此权利，在股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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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程序 

现有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应于2015年10月28日前（含当日）向公司书面通知

行使本次优先认购权，并与公司书面确认。逾期书面通知，或未向公司书面通知，

或虽书面通知且与公司书面确认但未在指定日期前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指定账

户，均视作放弃行使本次优先认购权。 

2、 发行对象范围：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购价格为8元/股，拟认购股数、认购方式等信息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拟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方式 

1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 200 现金 

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80 现金 

3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5 120 现金 

合计 50 400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9月 7日，注册号为 100000000041167，

法人代表为祝献忠，注册资本为 467446.3539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

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公开募集投资基金

管理业务（有效期至 2016年 11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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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融证券与本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取得的股票为

做市库存股。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 月 6 日，注册号为

530000000004569，法定代表人为李长伟，注册资本 353046.702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住所为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389 号志远

大厦 18 层，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代销金融产品；融资融券；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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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与本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取得的股票

为做市库存股。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7年 6月 18日，注册号为 540000100004585，

法定代表人为陈永健，注册资本 208000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 1-1 号君泰国际 B 栋一层 3 号，

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代销金融产品（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8 年 2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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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林证券与本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取得的股票为

做市库存股。 

(三)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为每股人民币8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

盈率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协商后最终确定。 

(四) 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股票发行不超过 50 万股（含 50 万股），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

元（含 400万元）。 

(五) 公司挂牌以来除息除权、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进行除息除权、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安排。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

不需要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 股东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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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七) 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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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拓展公司业务，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八)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九)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方式的议案》、《关于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发行

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定向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等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 本次发行涉及的主管部门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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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属于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公司将在本次

发行完成后及时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

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本次募集所得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能有效保证公司在 IT 行业的业务发展及新产品的研发，提高公司的综合技术实

力及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无控股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侯东民和陈岩，

未发生变化。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

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未发生变化。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对公司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可有效增强其在公司的权益。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特有风险。 

四、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也不存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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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没

有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

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二) 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发行人：北京意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 1：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 2：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 3：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签约时间：2015年10 月15日 

2、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认购人以现金方式支付，在约定日期内将认购款足额汇入发行人指定账户。 

3、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票认购协议由双方签署（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后成立，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协议之日起生效。 

4、 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无 

5、 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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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6、 估值调整条款： 

无 

7、 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声明或保证而使对方承担或遭受

的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向对方进行足额赔偿，但由于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损

失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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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介机构信息 

(一) 主办券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项目负责人：陈珅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孙嘉蔚、王媛、陈豪俊 

联系电话： 010-85556543 

传真： 010-85556597 

(二) 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12层 

单位负责人：王丽 

经办律师：李波 

联系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三) 会计师事务所：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1号楼(B2)座3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子龙 

经办注册会计师：申利超、邹泉水 

联系电话：010-84715712 

传真：010-6479090



六、 有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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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全体监事签名： 

侯东民：       李萌： 

陈岩：       韩旭： 

林开涛：       吕亚男： 

周昭： 

张凯如：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侯东民： 

陈岩： 

胡亚娟： 

北京意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15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