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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张树江先生直接持有鸿合科技１２．２３％的股份，与邢修青
先生、王京先生、邢正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王京先生担任董事长，邢修青先生担任董
事，且与邢正先生为兄弟关系，张树江先生担任董事兼总经理。
王京先生，１９６９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９０４２６＊＊＊＊，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工学学士，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ＥＭＢＡ。 曾任中国科理高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北京鸿合科技公
司工程师，鸿合世纪董事。 自２０００年起，先后担任鸿合智能董事兼副总经理、董事长
兼总经理；鸿合盛视董事；鸿合视讯董事；鸿合窗景及鸿合科技有限董事长、总经理；
鸿合爱学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发行人董事长、鸿合创新执行董事、鸿合嘉华执行
董事、鸿合智能执行董事、鸿合创想执行董事、鸿合爱学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目击者
执行董事、鸿程香港董事、新线香港董事、新线美国董事、鸿程亚太董事、鸿程欧洲董
事长。
邢修青先生，１９６４年出生，加拿大国籍，加拿大公民号：Ａ９５２＊＊＊＊，住所：香
港九龙城区。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工学学士，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信息处理专业
硕士。 曾任中国科理高技术企业集团软件工程师，北京鸿合科技公司总经理，鸿合世
纪董事长。 自２０００年起，先后担任鸿合智能董事长、董事；鸿合盛视董事、总经理；鸿
合视讯董事；鸿合创新执行董事；鸿合科技有限董事。 现任发行人董事、鸿达成董事、
新线美国董事长、鸿程亚太董事。
邢正先生，１９５４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１３０６０３１９５４１００９＊＊＊＊，拥有澳
大利亚永久居留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本科学历。 曾任华北电力大学教师，海南四
通公司总工程师，鸿合世纪董事、总经理。 自２０００年起，先后担任鸿合智能董事长、董
事、监事会主席；鸿合盛视董事长，鸿合视讯董事，鸿合窗景及鸿合科技有限董事长、
董事。 邢正先生于２０１７年５月起未在发行人及其他任何企业任职。
张树江先生，１９６４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１１０２２４１９６４０２１８＊＊＊＊，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理学学士。 曾任北京气象科学
研究所助理工程师，中国科理高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北京鸿合科技公司工程
师，鸿合世纪董事、工程师。 自２０００年起，先后担任鸿合智能董事、董事长；鸿合盛视
董事；鸿合视讯董事长、总经理；目击者监事、执行董事及总经理；鸿合窗景及鸿合科
技有限董事。 现任发行人董事兼总经理、鸿合创新总经理、鸿合嘉华总经理、鸿合智
能总经理、鸿合创想总经理、目击者总经理、鸿程亚太董事长、新线美国董事、鸿程欧
洲董事。
（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无控股股东。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除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以外，实际控制人王京、邢
正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树江无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实际控制人邢修青控制的其他企业为发行人股东鸿
达成以及鸿合香港。 鸿达成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鸿达成有限公司（
Ｈｏｎｇｆｕ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７日

注册资本

１万港币

实收资本

１万港币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Ｒｏｏｍ ９，１０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Ｔｏｗｅｒ ＩＩＩ， ９ Ｓｈｅｎｇ Ｙｕｅｔ， Ｋｏｗｌｏ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董事

邢修青、郑金恩

股东构成

邢修青９８．０５％
鸿福成有限公司１．９５％

主营业务

投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除鸿达成、鸿合香港之外，实际控制人邢修青无控制
的其他企业。 其中，鸿合香港已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注销完毕。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６７，９３１人，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１

鸿达成

２４，１０７，５２９

１７．５７

２

王京

持股数量（
股）
１９，５７８，０７７

１４．２７

３

邢正

１８，８８８，６４３

１３．７６

４

张树江

１６，７８４，９９７

１２．２３

５

鹰发集团

９，９９９，９９９

７．２９

６

共青城富视

４，９４０，０００

３．６０

７

天津鸿运

３，５６４，７５０

２．６０

８

苏州冠新

１，９００，５８５

１．３８

９

赵红婵

１，４２３，０５５

１０

泰安茂榕
合计

比例（
％）

１．０４

１，０２３，３９２

０．７５

１０２，２１１，０２７

７４．４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总股数为３，４３１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
行中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４３．１０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３，０８７．９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２．４１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１、１７．２４倍（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２０１８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２、２２．９９倍（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２０１８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新股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下简称“
本次发行回拨后通过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的股票数量为３４３．１０万股，为本次
发 行 数 量 的 １０％ ， 有 效 申 购 数 量 为 ６２５，９６０ 万 股 ， 有 效 申 购 获 得 配 售 比 例 为
０．０５４８１１８０％，申购倍数为１，８２４．４１８０１倍。 本次发行中回拨后通过网上发行的股票数
量 为 ３，０８７．９０ 万 股 ， 为 本 次 发 行 数 量 的 ９０％ 。 回 拨 后 本 次 网 上 发 行 中 签 率 为
０．０２６３６１２６％，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７９３．４４５３８倍。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７９，８１８．７１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１６９，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对本公司首
１５８．３８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天职业字［
２０１９］２６８３０”号
《
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１０，６６０．３３万元（
不含增值税），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万元）

保荐和承销费用

８，１４２．７３

律师费用

８３４．９１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９４３．４０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５７３．５８

发行手续费用

１６５．７１
合计

１０，６６０．３３

本次每股发行费用为３．１１元（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份）。
六、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６９，１５８．３８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１８．９５元（
按照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２．２８元 （
按照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及２０１８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职业字Ｉ３ＳＫＳ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
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
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
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一、公司２０１９年一季度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中已披露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
流量表。 其中２０１８年１－３月及２０１９年１－３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本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３月份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公司上市后２０１９年一季度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
（
一）２０１９年１－３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３月及２０１８年１－３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数据如下：
项目

增减幅度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资产（
元）

１，６３５，５３１，２４８．２６

１，９５２，１６６，８７０．０４

－１６．２２％

流动负债（
元）

８５０，４５４，１０５．６１

１，１６９，６５３，０５０．８２

－２７．２９％

１，８５２，９７０，５０７．４９

２，１５５，３５６，４１０．２４

－１４．０３％

９２６，０１１，７５８．５１

９０９，０５３，４３９．００

１．８７％

９．００

８．８３

总资产（
元）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

１．８７％
增减幅度

２０１８年１－３月

营业收入（
元）

６１２，９８５，７６１．７５

５７５，６７９，５９７．９４

６．４８％

营业利润（
元）

１６，８０４，９７９．４７

２２，８７４，０９３．９３

－２６．５３％

利润总额（
元）

１７，６４１，３０１．７０

２２，８０６，５０６．５１

－２２．６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７，８９５，０９６．３５

１９，９１９，８２７．７７

－１０．１６％

５，８３１，９５８．５１

１８６，２０５．３１

３，０３２．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元）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１７

０．１９

－１２．１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０１８

３，０３２．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５％

２．６５％

－０．７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６２％

－３３１，３３０，４８２．００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５．８０

－６６．２３％

－３．２２

－１．９４

－６６．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
二）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公司经营状况和资产负债结构总体稳定，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盈
利模式、主要经营模式、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行业环境、税收政策等均保持稳定，业务
发展情况良好。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公司营业收入为６１，２９８．５７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６．４８％。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５８３．２０万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３，０３２．００％，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系：上年同期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基数较小，因此增长比率较大。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３３，１３３．０４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６６．２３％，经营活动流入的现金有小幅增长，与同期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相配；因
支付本年到期的应付账款较多导致经营活动流出的现金增加幅度较大，是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经营情况预计
公司预计，２０１９年１－６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为８，９１６．８０万元至９，６１６．１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００％至１０．００％。 上述数据只是公司初步预
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盈利预测。 若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初步预测
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
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以及
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鸿合创
新、鸿合新线及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行签
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
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 实施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１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清路支行 １１００６１４１５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７３３６

２

鸿合创新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
海分行

７９３５００７８８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７５７

３

鸿合科技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７７０７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１２１７７

４

鸿合创新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７７０７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１２６５１

技

５

鸿合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７７０７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１２２３３

６

鸿合新线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７７０７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１２５９５

７

注

鸿合创新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７７０７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１２７０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清路支行 １１０８９９９９１０１０００３１２７１３５

８

鸿合科技注

９

鸿合创新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１１００６０９７４０１８８０００９３６００

１０

鸿合科技注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７７０７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１２３８６

１１

鸿合创新注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车公庙支行

７５５９２５４７０６１０６１８

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交互显示
产品生产基地
项目
用于研发中心
系统建设项目
用于营销服务
网络建设项目
用于信息化系
统建设项目
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注：为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
三、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董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本公司召开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Disclosure

关于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６年度、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２０１８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及２０１９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２０１９年度薪酬的议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２０１９年度薪酬的议案》、《
案》、《
关于公司２０１８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和《
关于续聘审计该机构的
议案》。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
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３月财务报
表的议案》。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３月财务
报表的议案》。
四、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政
１、公司严格依照《
策，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
２、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
合同；
４、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５、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６、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７、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
１３、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名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５号（
新盛大厦）１２、１５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１９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１０３

保荐代表人

徐飞、王璟

项目协办人

张伟

项目组成员

王健、唐希光、孙宜轩、曹磊、张冠林、李铁楠、丁玥、李珊珊、王耕、童克非

二、上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东兴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上市保荐机构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推荐意见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条件。 东兴证券愿意推荐鸿合
科技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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