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文化”或“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金科文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出具以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金科

过氧化物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943 号）核准，公司向向王健等 9 名特定对象发行 127,994,952 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向王健等 5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132,770,000 股股份募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 26,5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2016 年 5 月 24 日，上市公司实施了本次权益分

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及

数量进行了调整。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总数调整为 128,643,848 股，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数调整为 133,443,103 股，新股发行数量合计为 262,086,951

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证券持有人名册（在



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及《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中登公司已

受理公司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

的股东名册。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262,086,951 股（其

中限售流通股数为 262,086,951 股）。新增股份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8 日。 

2、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变化情况 

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总股本 527,086,9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20 股，共计转增 1,054,173,902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581,260,853 股。上述权益分派的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9 月 6 日。 

2017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证监许可[2017]2305 号），同意公司向

朱志刚等 6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合计 389,972,142股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2018

年 1 月 5 日，上述发行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股）。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1,971,232,995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部分股份

发行对象，其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如下表：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

情况 

王健 

一、本方承诺对于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如根据有关协议的约定，本方对上市公

司发生股份补偿义务的，则本方当年实际可解禁股份数应为当年可解禁股份

数的最大数额扣减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之差，如扣减后实际可解禁股份数量

小于或等于0的，则本方当年实际可解禁股份数为0。扣减上述补偿股份后当

年可解禁股份尚有余额的方可解禁。 

二、若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则根据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股份锁定。股份锁定期满后，股份转让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方授权上市公司直接办理本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

定手续。本方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应将违反承诺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对

应的所得款项上缴上市公司。 

四、本方基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承诺期内，

严 格 履 行

承诺 



转增等情形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五、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

前，本方承诺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承诺于收到立案稽查通

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如本方未在

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本方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方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方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本方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

在违法违规情节，本方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方明 

1、方明于发行时所做的承诺 

一、本方承诺对于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在上述限售期限届满后，本方所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三次解禁，上述限售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股份最后一次解

禁之日的期间内，未解禁的对价股份不进行转让。 

二、第一次解禁：本方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应于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哲信”）2016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专项审核报告》

的定义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的定义保持一致，下同）

披露后30日内解禁15%；第二次解禁：本方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应于杭州

哲信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30日内解禁30%；第三次解禁：本方

所取得的剩余的上市公司股份应于杭州哲信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及《减

值测试报告》（《减值测试报告》的定义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中的定义保持一致）披露后30日内解禁。如根据有关协议的约定，本

方对上市公司发生股份补偿义务的，则本方当年实际可解禁股份数应为当年

可解禁股份数的最大数额扣减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之差，如扣减后实际可解

禁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0的，则本方当年实际可解禁股份数为0。扣减上述补

偿股份后当年可解禁股份尚有余额的方可解禁。若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与监管

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则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股份锁定。

股份锁定期满后，股份转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方授权上市公司直接办理本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

定手续。本方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应将违反承诺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对

应的所得款项上缴上市公司。 

四、本方基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转增等情形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五、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

前，本方承诺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承诺于收到立案稽查通

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如本方未在

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本方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方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方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承诺期内，

严 格 履 行

了承诺 



本方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

在违法违规情节，本方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2、方明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的《减持意向承诺函》 

基于对金科文化投资价值的认同与未来发展的信心，其本人自愿承诺自第一

次股票解禁流通之日起6个月内（自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12月8日），其将

视二级市场情况与个人资金需求考虑是否减持，且最高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所

持全部股票的10%。 

银江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朗

闻谷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杭州

滨江众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吴

剑鸣 

一、本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但是，若截至本企业/本人取得本次交易所

发行的股份时，本企业/本人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个月，则相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日之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企业/本人基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等情形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若上述股份锁定

承诺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则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

股份锁定。股份锁定期满后，股份转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企业/本人授权上市公司直接办理本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手续。本企业/本人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应将违反承诺

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对应的所得款项上缴上市公司。 

三、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

前，本企业/本人承诺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承诺于收到立

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

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

如本企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本企业/本人授权上市公司

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

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报送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本企业/本人授权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

业/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承诺期内，

严 格 履 行

了承诺 

 

 

金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王

健、上海君煜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绍

兴上虞艾泽拉

思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绍兴

上虞硅谷科信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一、本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二、本方基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转增等情形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若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则根据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意见进行股份锁定。股份锁定期满后，股份转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方授权上市公司直接办理本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

定手续。本方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应将违反承诺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对

应的所得款项上缴上市公司。 

四、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

前，本方承诺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承诺于收到立案稽查通

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承诺期内，

严 格 履 行

了承诺 



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如本方未在

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本方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方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方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本方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

在违法违规情节，本方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王健、方明 

王健和方明作为利润补偿义务人，承诺杭州哲信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7,000万元、23,000万元

和30,000万元。 

承诺期结

束，已实现

业绩承诺 

2、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其作出的上述各项承诺，未出

现不履行承诺情况。 

3、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 

2、 本次解除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665,082,2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3.74%。

上述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81,266,66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0 名，3 名自然人股东，7 名企业

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 

流通数量

（股） 

备注 

1 王健 348,795,176 284,979,132 23,429,132 

王健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王健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股份数

量 261,550,000 股，该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王健

先生同时需遵守董监高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2 

绍兴上虞硅谷

科信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93,169,959 93,169,959 19,939,959 

绍兴上虞硅谷科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

为 73,230,000 股，该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 



3 

上海君煜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19,598,859 19,598,859 19,598,859  

4 

杭州滨江众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165,873 9,165,873 9,165,873  

5 

上海朗闻谷珪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332,699 7,332,699 7,332,699  

6 
银江股份有限

公司 
29,330,796 29,330,796 830,796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

的股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股

份数量为 28,500,000 股，该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 

7 
金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93,742,851 93,742,851 600,000 

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解除

限售的股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的股份数量为 93,142,851 股，该部

分股份解除质押冻结后方可上市

流通。 

8 方明 25,450,256 25,450,256 290,261 

方明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

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25,159,995 股，该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 

9 

绍兴上虞艾泽

拉思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4,979,085 94,979,085 79,087 

绍兴上虞艾泽拉思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售的

股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股份

数量为 94,899,998 股，该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 

10 吴剑鸣 7,332,699 7,332,699 0 

吴剑鸣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处

于质押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

7,332,699 股，该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 

合  计 728,898,253 665,082,209 81,266,666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有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

求。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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