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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中新正大 指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国海证券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公司章程》 指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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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管理办法》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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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正大”或“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共发行1,3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共募集资金10,010,000

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7.70 元。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京永审字（2016）第14631 

号《2014年至2015年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2,080,579.93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09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对应的市净率为7.06倍；2015年度公司的净利润为

3,544,592.06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71元。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系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及公司自身的成长性等各

种因素，并与发行对象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最终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前，公司已将本次股票发行的具体情况

告知全体股东，并与全体股东进行了充分沟通。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事宜未作出限制性规定。

由于本次发行股票以现金认购，故公司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认购权。根

据《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的认购上限为2016年12月26日（本

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若出

现以下情况之一，则视为在册股东自愿放弃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1）在册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签署放弃优先认购权的相关书面承

诺；  

（2）在册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未主动与公司联系并签署相关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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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协议；  

（3）在册股东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后未按照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规定期限将认购资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 

除参与本次认购的原股东博时资本－招商银行－外贸信托·锐进39期民森多

元策略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外，公司其他在册股东在审议《股票发行方案》

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均已出具书面声明，承诺放弃对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1名投资者，为公司在册股东（以下称为“认购人”）。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可以认购公

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全部以货币资金认购，截至公告缴

款截止日，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结果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现持股数（股） 本次认购股数（股） 认购方式 

1 

博时资本－招商银行－外贸

信托·锐进39期民森多元策略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40,000 1,300,000 现金 

合计 / 2,340,000 1,30,000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博时资本－招商银行－外贸信托·锐进39期民森多元策略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是博时资本-民森多元策略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开立的命名规则开设的证券账户。博时资本-民森多元

策略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是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等规定设立的基金专户产品。博时资本-民森多元策略1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进行基金专户备案登记，登记时间为2015

年11月18日，备案编码：SC9838。 

博时资本-民森多元策略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为博时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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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可以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证书编号为A005-01。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02月26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27432486，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江向阳，住

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19层西，经营范

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截止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公司在册股东，持有公司

11.2608%的股份，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股票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控

股股东为广西中新时代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时代”），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黎晓辉。中新时代持有公司股份13,284,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9286%；黎晓辉持有中新时代63.43%的表决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284,3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9286%；本次股票发行后，中新时代持有公司股份

13,284,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1647%，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黎晓辉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13,284,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1647%，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8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2名、法人股东1名、合伙

企业股东3名、基金、理财产品股东1名、其他证券投资基金股东1名；本次发行

后，因发行期间存在股份转让，公司的股东人数增加至11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

东3名、法人股东3名、合伙企业股东3名、基金、理财产品股东1名、其他证券投

资基金股东1名。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东人数未变化，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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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七）公司及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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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股票的发行对象等均不存在被列入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八）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测算的合理性 

1.股票发行方案中公司2016年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是否合理 

股票发行方案中测算的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流动资金占用额分别为

2,063.10万元、1,650.48万元，合计新增流动资金需求为3,713.58万元。根据

公司2016年的经营情况，预计2016年营业收入较2015年增长120.00%，为

21,601.73万元。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增加所形成的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的测

算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度 
占营业收入比例

(%) 
2016年度（E） 

营业收入 98,189,660.30 100.00 216,017,252.66 

货币资金 5,215,284.31 5.31 11,473,625.48 

应收账款 5,935,950.52 6.05 13,059,091.14 

预付款项 3,389,561.00 3.45 7,457,034.20 

其他应收款 14,015,410.07 14.27 30,833,902.15 

存货 - - 0.00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28,556,205.90 29.08 62,823,652.98 

应付账款 960,586.57 0.98 2,113,290.45 

应付职工薪酬 314,747.67 0.32 692,444.87 

应交税费 541,306.40 0.55 1,190,874.08 

预收款项 1,105,932 1.13 2,433,050.40 

其他应付款 5,002,650.6 5.09 11,005,831.32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7,925,223.24 8.07 17,435,491.13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
性流动资产合计-经营
性流动负债合计） 

20,630,982.66 21.01 45,388,1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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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增长率 预计2016年度营业收入较2015年增长120.00%。 

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预计2016年较2015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4,757,179.19

元。 

根据上表测算，公司2016年较2015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475.72万元，高

于股票发行方案中测算的2016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063.10万元，故股票发行

方案中公司2016年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是合理的。 

2.公司2017年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方法 

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主要测算过程如下： 

（1）营业收入假设预测 

2015年度，公司营业收入9,818.97万元，较2014年增长696.23%；2016年度，

公司营业收入21,601.73万元（预测数），较2015年增长120.00%，增长幅度较

大。公司挂牌新三板后，面临的市场环境变好、公司品牌知名度有所提高，公

司的业务规模将逐步扩大，由于公司所在行业市场前景广阔，按2017年公司发

展规划，假设2017年度营业收入较2016年增长40%。 

（2）新增营运资金需求的预测； 

针对未来营业收入增长预测情况，公司基于销售收入预测数据和销售百分

比法（销售百分比法假设公司报告期内各年度各项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不变，从而可以根据未来预计的营业收入和各项经营性资产、

负债的百分比来估算未来年度的各项经营性资产、负债的金额），预测未来公

司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即营运资金需求）。由于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

生产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故仅对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经营性流动资产

及经营性流动负债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不考虑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 

因此，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增加所形成的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的测算情

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度 
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6年度（E） 
2017年末/2017年度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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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8,189,660.30 100.00 216,017,252.66 302,424,153.72 

货币资金 5,215,284.31 5.31 11,473,625.48 16,063,075.67 

应收账款 5,935,950.52 6.05 13,059,091.14 18,282,727.60 

预付款项 3,389,561.00 3.45 7,457,034.20 10,439,847.88 

其他应收款 14,015,410.07 14.27 30,833,902.15 43,167,463.02 

存货 - - - -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
计 

28,556,205.90 29.08 62,823,652.98 87,953,114.17 

应付账款 960,586.57 0.98 2,113,290.45 2,958,606.64 

应付职工薪酬 314,747.67 0.32 692,444.87 969,422.82 

应交税费 541,306.40 0.55 1,190,874.08 1,667,223.71 

预收款项 1,105,932 1.13 2,433,050.40 3,406,270.56 

其他应付款 5,002,650.6 5.09 11,005,831.32 15,408,163.85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
计 

7,925,223.24 8.07 17,435,491.13 24,409,687.58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
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
计） 

20,630,982.66 21.01 45,388,161.85 63,543,426.59 

营业收入预计增长

率 

根据2017年公司发展规划，假设2017年度营业收入较2016年增长

40%。 

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2016年较2015年预计新增流动资金需求24,757,179.19元。 

2017年较2016年预计新增流动资金需求18,155,264.64元。 

特别说明：上述收入预测仅作为补充流动资金测算之用，不构成公司的盈

利预测和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依据上述预测进行

投资决策而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注1：假设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流动负债与销售收入保持稳定的比例

关系，以2016年度为基期，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2017年度公司营运资金需求。 

注2：公司2017年的预计销售收入参考2015年经审计营业收入和2016年营业

收入（预测数）的复合增长率，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予以计算，该预计销

售收入仅用于营运资金需求量的测算，不代表发行人对未来收入、业绩等的承

诺。 

注3：公司2017年新增运营资金需求=2017年末营运资金-2016年末营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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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017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公司2017年流动资金占用额-公司2016年流动资

金占用额。 

根据上表测算，公司2017年度新增流动资金需求为1,815.53万元。公司流

动资金需求较大，将使用本次募集的不超过1,001万元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剩余部分公司将自行解决。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6年12月26日），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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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中新时代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13,284,380 63.9286 13,228,920 

2 
珠海横琴新区盛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363,778 16.1876 0 

3 

博时资本－招商银行－外贸信托·锐进

39 期民森多元策略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340,000 11.2608 0 

4 
广西青蓝地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650,000 3.1280 0 

5 广西海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 2.3099 0 

6 梁葆进 375,550 1.8073 309,163 

7 
柳州市容易吉优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56,310 0.7522 0 

8 谢崇标 130,000 0.6256 0 

合计 20,780,018 100.00 13,538,083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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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中新时代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13,284,380 60.1647 11,5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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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时资本－招商银行－外贸信托·锐进

39 期民森多元策略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640,000 16.4855 0 

3 上海京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00,000 5.8877 0 

4 
珠海横琴新区盛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73,778 4.4102 0 

5 广西青蓝地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50,000 2.9438 0 

6 腾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648,000 2.9348 0 

7 广西海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79,000 2.1739 0 

8 黄明益 442,000 2.0018 0 

9 梁葆进 375,550 1.7009 281,663 

10 
柳州市容易吉优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56,310 0.7079 0 

合计 21,950,018 99.4112 11,84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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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发行股权

登记日2016年12月26日） 

发行后（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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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60 0.2669 1,718,793 8.2714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66,387 0.3195 93,887 0.4518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7,120,088 34.2641 7,120,088 34.264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7,241,935 34.8505 8,932,768 42.9873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228,920 63.6617 11,565,587 55.6573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309,163 1.4878 281,663 1.3555 

3、核心员工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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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0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3,538,083 65.1495 11,847,250 57.0127 

总股本 20,780,018 100.00 22,080,018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8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0人，本次发行后，不考

虑发行期间股份转让的情况，公司的股东人数不变。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1,001.00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0,005,804.13元，净资产为22,080,579.93元。本次股票发行完

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下降，整体财

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公司资产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保持不变，主营业务仍然为国际旅游航线运

营和出入境旅游产品销售业务。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本

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这将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股票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控

股股东为广西中新时代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时代”），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黎晓辉。中新时代持有公司股份13,284,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9286%；黎晓辉持有中新时代63.43%的表决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284,3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9286%；本次股票发行后，中新时代持有公司股份

13,284,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1647%，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黎晓辉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13,284,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1647%，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且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改选董事会、委派经营管理人员的相关约定，因此本次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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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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

情况如下：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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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葆进 董事 375,550 1.8073 375,550 1.7009 

2 黎晓辉 董事 0 0% 0 0% 

3 李闯 董事 0 0% 0 0% 

4 尤光宇 
董事/副总经

理 
0 0% 0 0% 

5 杨建军 董事 0 0% 0 0% 

6 袁悦笑 监事 0 0% 0 0% 

7 陈诚 监事 0 0% 0 0% 

8 龚海峰 监事 0 0% 0 0% 

9 刘锴 总经理 0 0% 0 0% 

10 刘汉春 

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 

0 0% 0 0% 

11 王静 副总经理 0 0% 0 0% 

合计 375,550 1.8073 375,550 1.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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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 2016年1-6月 2016年1-6月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1 0.21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63 17.98 16.9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75 -0.13 -0.12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每股净资产（元/股） 1.09 1.43 1.80 

流动比率（倍） 3.61 3.76 4.73 

速动比率（倍） 3.17 3.39 4.37 

资产负债率（%） 26.41 25.67 20.53 

注：本次股票发行后相关财务指标系以 2015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

据为基础，并考虑本次股票发行对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测算，在计算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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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时，分别采用发行完成后总股本、净资产总额摊薄

计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本

次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自股票发行完成后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进行转让。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中新正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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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中新正大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

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

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中新正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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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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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1名基金专户产品，为公司现有股东，且已办理

基金专户产品备案登记，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

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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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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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

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

效的意见 

中新正大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存

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主办券商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特殊说明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的投资者以现金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

股票的情形。 

（八）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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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公司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

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会计准则股份

支付相关规定。 

（十）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1、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博时资本－招商银行－外贸信托·锐进39期民森多

元策略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博时资本-民森多元策略1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开立的命名规则开设的证券

账户。博时资本-民森多元策略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是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设立的基金专户产品，不属于私募

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但需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基金专

户的备案登记。博时资本-民森多元策略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15年11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进行基金专户备案登记，备案编码为SC9838。 

2、公司现有股东广西青蓝地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

金，但是未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广西青蓝

地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管理人广西锦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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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7年3月14日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于2017年5月30日前完成广西青蓝地

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私募基金备案。广西青蓝地和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及其管理人已提交承诺备案的承诺函，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6年9月2日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的要求，对本次股票发行不构成实质

性障碍。 

3、除广西青蓝地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外，本次发行对象和公司现

有股东中不存在应履行而未依法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参与本次认购或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十一）对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的核查意见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环保、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领域严重失信者名单，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三）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存在“持股平台”情形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基金专户产品，不是单纯以认购股份为

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

中规定的不得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的情况，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本次

发行的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特殊条款的说明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不存在业绩

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安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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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要求。 

（十五）关于挂牌公司是否存在涉及金融类业务的说明 

公司自挂牌以来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要求发展主营业务，

未从事涉及金融或类金融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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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是否符合募集资金

信息披露要求的说明 

中新正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有明确的用途，募集资金用于公司补充主营业务

流动资金，并且股票发行方案中已经详细披露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分析，已经结合经营情况和流动资金情况量化说明了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

性和测算过程，本次股票发行的《股票发行方案》已经董事会审议并披露，本次

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的要求；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募集资金

缴存至该专户，主办券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已经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公司已经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

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本次股票发

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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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有关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要求。 

（十七）关于挂牌公司是否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说明 

中新正大在本次股票发行中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十八）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意见 

公司作为提供出境旅游产品的综合服务商，行业特点决定其开展经营活动

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作为支持；公司的业务目前处于快速发展和扩张的阶段，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预计2017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1,815.53万

元，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1,001万元拟全部投入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

的现金流，保证业务的高速增长，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因此，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既是必要也是合理的。 

十九、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除上述事项外，主办券商认为尚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的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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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管理办法》中

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中新正大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过程及结果的合法合规性 

中新正大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确认发行对象的股票认购款已缴纳，中新正大的本次股票发行结

果合法有效； 

（四）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合法合规性 

中新正大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

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中新正大及发

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六）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

募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中新正大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截至本

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公司的股东为8名，包括2名自然人股东和6名非自然

人股东。6名非自然人股东中，属于私募基金的股东为珠海横琴新区盛朝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柳州市容易吉优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柳

州市容易海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西海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西青蓝地

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除广西青蓝地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外，

其他属于私募基金的股东均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广西青蓝地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管理人广西锦蓝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均出具《承诺函》，承诺于2017年5月30日前完成私募基金备案，

符合股转系统于2016年9月2日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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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的要求。广西青蓝地

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未完成私募基金

备案的情形，不构成本次股票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发行人及相关主体和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说明 

经核查，中新正大及相关主体和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八）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1、关于本次认购对象是否存在持股平台 

经核查，中新正大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共1名，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的基金专户，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

规定中所限制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

台。 

2、本次发行的估值调整条款 

经核查，中新正大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中未设置估值调整条

款。 

3、关于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及《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全部

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4、无限售安排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及《股票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自愿限售

安排。 

5、无特殊安排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股票发行方案》以及中新正大出具的《承诺书》，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安排。 

（九）结论性意见 

综上，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

票发行业务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尚需向股转系统履行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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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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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梁葆进          黎晓辉          李  闯 

 

                                           

             尤光宇          杨建军 

 

 

 

全体监事签名：                                             

             袁悦笑          陈  诚          龚海峰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刘  锴          尤光宇          刘汉春 

                     

                             

                     王  静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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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四）公司股票发行股份认购公告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六）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七）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