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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18,211,201 股
发行股票价格：24.71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449,998,776.71 元
募集资金净额：436,279,474.00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18,211,201 股
股票上市时间：2019 年 10 月 16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9 年 10 月 16 日（即上市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后，公司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18,211,201 股限售流通股，以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公司股本结构为基础，考虑此次创业板发行完成后，具体股份变动情
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截至股份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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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5,447,091

28.51

73,658,292

34.6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9,006,909

71.49

139,006,909

65.36

三、股份总数

194,454,000

100.00

212,665,201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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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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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字：

陈航

刘少华

肖勇

林初可

叶章明

夏良毅

罗妙成

温长煌

张梅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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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
及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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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法律责
任。

保荐代表人：
杨洪泳

李秀娜

项目协办人：
王水根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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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
市公告书》，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
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引用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陈益文

刘

佳

法定代表人：
张学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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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
告及上市公告书》，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
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___
曹隆森

__________________
桂后圆

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
林宝明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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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
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博思软件

指

本次发行

指

国金证券、保荐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律师、中伦所
发行人会计师、华兴所
中国证监会
《公司法》
《证券法》
《承销管理办法》
《暂行办法》
元、万元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监许可﹝2019﹞899号核准，发行人拟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2,500万股（含2,500万股）普通股股票，发行人
2018年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发行上限调整为3,750万股。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
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错误。

8

目录
特别提示........................................................................................................................ 2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2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2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2
四、资产过户情况........................................................................................................ 2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后，公司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2
释义................................................................................................................................ 8
目录................................................................................................................................ 9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11
一、公司基本情况...................................................................................................... 11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4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6
五、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8
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9
七、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 19
第二节 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 21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1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21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21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 22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22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23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23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25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25
二、财务状况分析...................................................................................................... 26
9

第五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 34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34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34
三、其他重要事项...................................................................................................... 34
第六节 备查文件 ....................................................................................................... 35
一、备查文件.............................................................................................................. 35
二、查阅地点.............................................................................................................. 35
三、查阅时间.............................................................................................................. 36

10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中文名称：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Fujian Boss Software Corp.
A 股股票简称：博思软件
A 股股票代码：300525
成立日期：2001 年 9 月 5 日
上市日期：2016 年 7 月 26 日
住所：闽侯县上街镇高新大道 5 号
法定代表人：陈航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194,454,000 元
电话：0591-87664003
传真：0591-87664003
互联网网址：http://www.bosssoft.com.c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31844207Y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电子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测绘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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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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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程序
2018 年 9 月 28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事项。
2018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将募集资金总额从“不
超过人民币 50,074.2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4,999.88 万元”。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19 年 4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9 年 5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99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2,500 万股新股。
鉴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29,636,000
股增加至 194,454,000 股，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作出调整，由不超过
2,500 万股（含 2,500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3,750 万股（含 3,75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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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程序
2019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
起延长六个月，即延长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
（四）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获配投资者向主承销商指定账户缴纳了认购款项。
2019 年 9 月 24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验证报告》（川
华信验（2019）44 号），该报告显示：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止，国
金证券指定的收 款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市 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449,998,776.71 元。
2019 年 9 月 2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向发行人
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购款项。
2019 年 9 月 25 日，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福建
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闽华兴所（2019）验字 I-003 号），该报告
显示：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止，博思软件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18,211,201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24.71 元/股，实际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998,776.71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3,719,302.71 元（不含
税）（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12,264,150.94 元、审计验资费用 816,037.74 元、律师
费用 471,698.11 元、登记费 17,180.38 元、印花税 112,499.69 元、材料制作费用
37,735.8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6,279,474.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
民币 18,211,201.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418,068,273.00 元，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211,201.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2,665,20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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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出具了《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采取全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发行对象为
不超过 5 名（含 5 名）特定投资者，根据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发行最终
发行对象为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A 股
股票。符合股东大会决议，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8,211,201 股，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关
于核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899 号）中有关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要求。
（四）发行价格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21.12 元/股。
在此原则下，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对象
申购报价的具体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
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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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4.71 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21.12 元
/股的 117.00%，溢价率为 105.33%（溢价率＝发行价格/申购报价日前 20 交易日
均价）。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 次 发 行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449,998,776.71 元 ， 扣 除 相 关 发 行 费 用
13,719,302.71 元（不含税）（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12,264,150.94 元、审计验资费
用 816,037.74 元、 律师 费用 471,698.11 元、登 记费 17,180.38 元、 印花税
112,499.69 元、材料制作费用 37,735.8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36,279,474.00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六）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在《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
简称“《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共接收到 5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符
合《认购邀请书》中对申购报价的要求，均为有效申购报价。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子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本次参与申购报价
的 2 名投资者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按照规定均无须缴纳保证金，其余 3
名投资者均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4,500,000.00 元。
投资者报价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1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12

95,000,000.00

—

2

福州市华侨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22.30

100,000,000.00

4,500,000.00

3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2.00

127,600,000.00

—

4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4.29

449,998,800.00

4,500,000.00

5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30.55

350,000,000.00

4,500,000.0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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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金额（元）

保证金（元）

24.71

480,000,000.00

22.31

500,000,000.00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申报价格优先、同价位申报金额优先、同金额
申报时间优先”的定价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4.71 元/股，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上的 1 名认购对象确定为最
终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表：
有效申购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1

林芝腾讯科
技有限公司

发行价

价格（元/
股）

资金来源

申购金额（元） 格（元/
股）

24.71

自有资金

480,000,000.00

24.71

合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18,211,201

449,998,776.71

18,211,201

449,998,776.71

上述获配投资者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发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 1 名，未超过 5 名。公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
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发行对象
类型

资金来源

1

林芝腾讯科技
有限公司

一般机构
投资者

自有资金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8,211,201

449,998,776.71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广东路 58 号星程酒店 8103 房

法定代表人

李朝晖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壹亿圆整
2015 年 10 月 26 日
16

限售期（月）
12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065 年 10 月 25 日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
投资兴办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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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对象不存
在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新增
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
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锁定期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
上市交易。
（六）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参与申购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私募投
资基金，无须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七）关于发行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
作。根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承销保荐分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本次博思软件非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4 级，专业投资
者和普通投资者 C4 级及以上的投资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相应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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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确认符合要求后均可参与认购。
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
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1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C4 级投资者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是

五、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全程参与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工作。国金证券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定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及发行对象的
选择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
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
对象的规定；本次参与询价并获配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发行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通过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参与
认购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四）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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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
正，发行对象合法合规，本次发行的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
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法》、《暂
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
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人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发行对象配售股份的登记手续，以及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与
本次发行相关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杨洪泳、李秀娜
项目协办人：王水根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联系电话：021-68826801
传

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陈益文、刘佳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1、33、36、37 层
联系电话：010-59572288
传真：010-656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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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会计师：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林宝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曹隆森、桂后圆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 座 7-9 楼
联系电话：0591-87852574
传真：0591-8784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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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
名册）》，其已受理上市公司的创业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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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
量为 18,211,201 股，均为限售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博思软件；
证券代码：300525；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2019 年 10 月 16 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限售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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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及其对公
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1

陈航

38,598,261

19.85%

境内自然人

2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5,067,819

7.75%

国有法人

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汇享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177,871

5.75%

基金、理财产品
等

6,695,338
5,761,281

3.44%
2.96%

4,952,441

7

北京实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郑升尉

4,906,187

2.55%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2.52%

8

叶章明

4,178,403

2.15%

境内自然人

9

毛时敏

4,032,977

2.07%

境内自然人

10

林初可

3,499,956

1.80%

境内自然人

98,870,534

50.84%

4
5
6

持股数量（股）

肖勇
余双兴

合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以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公司股东名册在册股东为基础，考虑此次创业板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航

38,598,261

2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18,211,201

8.56%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67,819

7.09%
5.26%

等

18.15%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
3

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基金、理财产品

4

托－汇享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177,871

5

肖勇

6,695,338

3.15%

境内自然人

6

余双兴

5,761,281

2.71%

境内自然人

7

北京实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952,441

8

郑升尉

4,906,187

2.33%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2.31%

9

叶章明

4,178,403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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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自然人

毛时敏

10

合计

4,032,977

1.90%

113,581,779

53.41%

境内自然人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发
生变化。
本次发行期间，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股份减持，故其
持股数量因股份减持发生了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股份类别

（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5,447,091
139,006,909

28.51
71.49

73,658,292
139,006,909

34.64
65.36

三、股份总数

194,454,000

100.00

212,665,201

100.0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航先生，本次发行未对公
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有效提升，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
力，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入“财政电子票据应用系统开发项
目”、“政府采购平台开发项目”、“智慧城市电子缴款平台开发项目”以及“财政
及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项目”。公司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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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对公司现有产品、服务和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丰富，募投项目的实施
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先进性，从而保障产品及服务的供应能力和竞争能
力，实现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软件的开
发与销售、技术服务等，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
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
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上市公司与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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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审字 I-068 号”、“闽
华兴所（2018）审字 I-018 号”及“闽华兴所（2019）审字 I-002 号” 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19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06.30

流动资产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46,321.51
50,897.74

55,049.18
51,820.56

52,528.68
27,927.45

32,275.62
15,768.59

97,219.24

106,869.74

80,456.13

48,044.21

26,553.66

30,860.70

24,427.79

5,082.76

8,698.86

8,796.86

5,335.65

-

负债合计

35,252.53

39,657.56

29,763.44

5,082.76

股东权益

61,966.72

67,212.17

50,692.69

42,961.4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56,090.73

60,975.91

48,127.56

42,222.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7,219.24

106,869.74

80,456.13

48,044.21

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1,937.94

55,859.47

30,988.24

17,125.13

营业利润

-2,422.20

10,581.84

6,341.32

3,390.92

利润总额

-2,418.62

10,572.56

6,349.31

4,329.78

净利润

-2,748.18

9,784.87

5,692.62

3,762.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317.97

8,534.92

5,468.51

3,830.16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31.02

9,168.11

5,618.79

3,299.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6.67

-9,315.00

-14,563.87

-1,956.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2.68

-1,349.29

13,051.25

15,7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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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165.01

-1,496.18

4,106.17

17,132.5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387.69

28,552.70

30,048.87

25,942.70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流动比率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9.06.30
1.74

/2018.12.31
1.78

/2017.12.31
2.15

/2016.12.31
6.35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口径）

1.59

1.69

2.10

6.21

39.69%

34.09%

34.52%

8.48%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

36.26%

37.11%

36.99%

10.58%

0.81
2.51

3.15
9.14

3.47
9.63

3.61
6.44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利息保障倍数

-1,451.35
-67.33

12,176.30
74.57

7,273.46
173.25

4,951.86
669.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88

0.71

0.78

0.4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93

-0.12

0.57

2.51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2.88

4.70

6.68

6.2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数）
存货周转率（次数）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额/期末股本总额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06.30

2018.12.31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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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
46,321.51

47.65%

55,049.18

51.51% 52,528.68

65.29% 32,275.62

67.18%

非流动
资产

50,897.74

52.35%

51,820.56

48.49% 27,927.45

34.71% 15,768.59

32.82%

资产总
计

97,219.24 100.00%

产

106,869.74 100.00%

80,456.13

100.00%

48,044.21 100.00%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 6 月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48,044.21 万元、80,456.13 万元、106,869.74 万元和 97,219.24 万元，报告期内公
司资产结构较为合理。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其他流动资产，三
项资产合计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95.22%、95.40%、91.45%和 83.42%。公司
属于软件企业，主要依靠销售软件产品并提供后续的运维服务盈利，因此，公
司资产流动性较强；另外，由于客户的特点，导致回款需要一定周期，使得各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发行人非流动资产主要由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商誉组
成，报告期内各期末，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商誉占非流动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 91.26%、92.79%、95.18%和 95.35%。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较为合理，整体资产优良，核心资产盈利能力未发
生重大变化
（二）负债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流动负
债
非流动
负债

2019.06.30
金额
比例

2018.12.31
金额
比例

26,553.66

75.32%

30,860.70

8,698.86

24.68%

35,252.53 100.00%

2017.12.31
金额
比例

2016.12.31
金额
比例

77.82% 24,427.79

82.07%

5,082.76

100.00%

8,796.86

22.18%

17.93%

-

-

39,657.56

100.00%

29,763.44 100.00%

5,082.76

100.00%

5,335.65

负债合
计

从负债总额来看，2017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显著增加，主要是由于：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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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实施股权激励，以 33.33 元/股的价格向激励对象授予 389.30 万股限制
性股票，因此就可能发生的回购义务确认了 12,963.60 万元负债；②公司于 2017
年以自有资金 8,400 万元收购内蒙古金财 70%股权，但仅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款
3,360.00 万元，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形成负债；③内蒙古金财自购买之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 2017 年末，内蒙古金财
负债总额为 4,215.49 万元；④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收购内蒙古金财）过程中
资产评估增值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了递延所得税负债 466.25 万元。
2018 年末负债总额显著增加，主要是由于：①本期公司相继收购了吉林金
财、广东瑞联、成都思必得、浙江美科、北京阳光公采等公司的股权，未支付
的股权转让款形成负债较 2017 年末增长 4,185.51 万元；②上述公司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增加负债总额 4,285.19 万元。
从负债结构方面看，报告期内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负债主要由流动负债构成，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和 2019 年 6
月末，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分别为 100.00%、82.07%、77.82%及 75.32%。
2017 年末、2018 年末的非流动负债主要系分期支付收购内蒙古金财、吉林金
财、广东瑞联等公司的权转让款而形成的负债以及因评估增值产生的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所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1、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流动比率（倍）

2019.06.30
1.74

2018.12.31
1.78

2017.12.31
2.15

2016.12.31
6.35

速动比率（倍）

1.59

1.69

2.10

6.21

报告期内，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高于 1，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2016 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高系当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6,891.80 万
元（扣除发行费），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大幅提高所致。2017 年，公司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大幅下降，主要系：A、公司于 2017 年以自有资金 8,400 万元收购内蒙
古金财 70%股权、900 万元收购福州同力 30%股权、1,500 万元收购吉林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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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股权、40 万元收购派斯内特 20%股权，致使流动资产减少而非流动资产增
加；B、发行人于 2017 年 7 月实施股权激励，以 33.33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激励
对象授予 389.30 万股股票，共收到货币资金 12,975.37 万元存放于公司银行账
户，同时就回购义务确认了 12,963.60 万元其他应付款；C、本期募集资金项目
投入 5,485.79 万元，致使流动资产减少。2018 年，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
2017 年略有下降，主要系公司因业务规模扩大，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
工薪酬等流动负债较 2017 年末合计增长 6,432.91 万元所致。
2、长期偿债能力指标变动分析
项目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口径）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利息保障倍数

2019.06.30/2019
年 1-6 月

2018.12.31/
2018 年度

2017.12.31/
2017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39.69%
-1,451.35

34.09%
12,176.30

34.52%
7,273.46

8.48%
4,951.86

-67.33

74.57

173.25

669.52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低，偿债能力较有保障。
2016 年至 2018 年，发行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逐年提高。2019 年 1-6 月，
发行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负数，主要系由发行人营业收入季节性波动的特
性所致。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各类用票单位、各级财政部门等，通常采取预算管
理制度，一般下半年制定次年年度预算和投资计划，审批通常集中在次年的上
半年，采购招标则安排在次年年中或下半年，验收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采购
资金的支付也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故发行人 2019 年 1-6 月实现的毛利较少，
但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中的固定费用不存在季节性特性，致使息税
折旧摊销前利润为负数。
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19 年 1-6
月，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为负数，主要系由发行人营业收入季节性波动的特性
所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债务总体规模较低，目前的资产负债率水
平充分体现了公司相对稳健经营原则；公司负债结构与发行人多年的积累和经
营规模相对稳定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公司偿债能力较强且未受到重大不利因
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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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率指标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81

3.15

3.47

3.61

存货周转率（次）

2.51

9.14

9.63

6.44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高，不存在异常波动。2019
年 1-6 月，公司应收帐款周转率为 0.81，大幅低于报告期内其他年度的应收账款
周转率，主要是由公司营业收入的季节性特性、以及公司客户的付款特点所
致。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各类用票单位、各级财政部门等，其预算管理制度造成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而公司每年末的应收账款
主要在次年的第四季度得到偿付，故 2019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原值较 2018
年末增长 33.23%，而 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仅为 2018 年全年营业收入的
39.27%。
公司存货周转率较高。2017 年，公司存货周转率大幅提高，主要是由于
2017 年公司经营规模大幅扩大，但存货平均余额的增长速度低于营业成本的增
长速度所致。2019 年 1-6 月，公司存货周转率为 2.51，低于报告期内其他年度的
存货周转率，主要系由公司营业收入的季节性特性所致。如上分析，公司的营
业收入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因此，2019 年 1-6 月结转的营业成
本较少，而平均存货余额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增长，致使 2019 年 1-6 月存货
周转率较低。
（五）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21,937.94
9,062.73

55,859.47
19,808.22

30,988.24
9,738.38

17,125.13
5,268.65

销售费用

4,954.15

8,551.42

5,520.95

2,782.23

管理费用

4,761.07

8,401.99

4,643.97

2,644.63

研发费用

5,148.45

8,656.22

4,865.58

2,444.60

-2,317.97

8,534.92

5,468.51

3,830.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7,125.13 万元、
30,988.24 万元和 55,859.4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8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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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5,468.51 万元和 8,534.92 万元。2016 年至 2018 年，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
大，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持续稳定增长。
2019 年 1-6 月，公司实 现营业收 入 21,937.94 万元 ，较上年同 期增长
93.26%，归 属于母 公司 所有者 的净利 润为-2,317.97 万元 ，较 上年同 期下降
64.89%。公司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的主
要原因如下：
1、公司业务具有季节性特征，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季节性特征更加
显著。公司主营产品的客户主要为政府各级财政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这些客
户通常采取预算管理制度，一般下半年制定次年年度预算和投资计划，审批通
常集中在次年的上半年，因此，公司收入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公司销售主要集
中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而各项固定成本、费用需要正常发生，因此常出
现半年度经营业绩微利或亏损的情况。2018 年 1-6 月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1,405.74 万元。2019 年 1-6 月公司收入规模同比增长 93.26%，主要原
因为公司业务开展良好及新增并表子公司所致。2018 年下半年，公司陆续收购
了广东瑞联、吉林金财、成都思必得、浙江美科等多家同行业子公司，该等子
公司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该等子公司在增加公司 2019 年 1-6 月业绩规模
的同时，由于季节性特征影响也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此外，由于季节性原
因，因业绩规模较小，从而导致同比下滑的相对比例较大。
2、目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了战略布局，公司在全国各地或设
新或收购了多家公司，通过内生式发展与外延式并购的方式，在加强原有业务
领域优势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区域和新的业务领域，公司业务规模由此
迅速扩大，2019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93.26%。同时，为了支持公司
业务规模与业务领域的快速拓展，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期间费
用增加显著，2019 年 1-6 月公司期间费用为 14,862.8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6,200.49 万元，同期增幅 71.58%。尤其是研发费用 2019 年 1-6 月同比增加
2,207.38 万元，高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下滑金额；这些费用主要
为人员薪资等费用，属于固定成本，这些固定费用的投入能增强公司研发能
力，同时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根据往年经验，随着下半年营业收入的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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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些固定成本将得到消化，从而消除季节性影响。
综上，公司由于业务存在季节性波动特点，通常上半年业绩较小，业绩波
动容易导致变动比例显著；近年来，公司利用上市平台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布
局，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期间费用尤其是研发费用增加显著；从而致使
其在 2019 年 1-6 月业绩亏损较上年增大。整体上看，公司 2019 年 1-6 月各项业
务开展良好，业务收入增长明显，根据往年经验，随着下半年营业收入的大幅
增加，公司有望消除季节性影响，消化战略布局增加的研发投入和人才投入，
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六）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 年 1-6 月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17,131.02

9,168.11

5,618.79

3,299.71

-3,586.67
2,552.68

-9,315.00
-1,349.29

-14,563.87
13,051.25

-1,956.50
15,789.37

-18,165.01
10,387.69

-1,496.18
28,552.70

4,106.17
30,048.87

17,132.58
25,942.70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总体保持在约 95%以上，收款情况良好。2018 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下滑至 87.63%，主要系由企业合并所致。吉
林金财、广东瑞联、浙江美科、成都思必得、北京阳光公采自 2018 年下增年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722.05 万
元，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为 3,633.88 万元，拉低了公司应收账款周转
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使得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下滑。2019 年 1-6 月，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下滑至 68.28%，主要系由公司客户的付款特点所致。公司的主要客户
为各类用票单位、各级财政部门等，其预算管理制度造成公司的应收账款主要
在次年的第四季度得到偿付，故 2019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8 年末
增长 33.23%，公司在 2019 年 1-6 月期间收回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大幅少于本期实现的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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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净利润的比重均高于 85.00%，经营性
现金流情况较好。2019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均
为负数，主要系由发行人营业收入的季节性特性、以及公司客户的付款特点所
致。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各类用票单位、各级财政部门等，其预算管理制度造成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而公司每年末的应收账款
也主要在次年的第四季度得到偿付。因此 2019 年 1-6 月，一方面，公司营业收
入较少，但期间费用相对较大，公司亏损 2,317.97 万元；另一方面，公司经营
性现金流入较少，但人员开支等经营性现金流出 17,131.02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大，由此造成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占净利润的
比例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处置理财产品、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收到的现金以及收到参股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等，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
要因为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出、投资理财产品支付的现
金、取得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股权支付的现金净额和支付的股权投资保证
金。
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是 IPO 及股权激励募集的资金与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各年度归还银行借款、现金分红以及支付的上
市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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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国金证券签署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承销保荐协议》。国金证
券已指派杨洪泳、李秀娜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
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博思软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至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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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保荐机构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
保荐书；
3、保荐机构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
保荐工作报告；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
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5、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6、承销及保荐协议；
7、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8、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9、律师关于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
意见书；
10、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
1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13、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1、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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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福建省闽侯县上街镇高新大道 5 号
电话：0591-87664003
传真：0591-87664003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电话：021-68826801
传真：021-68826800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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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
告书》的签章页）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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