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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27,327,327股 

 发行价格：16.65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公司已于2020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限售期为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流通交易。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0-2022 年）>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0-2022 年）>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修订稿）》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20年7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申请。 

2020年8月10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66号），核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27,327,327股 

3、发行价格：16.65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119,999,994.55元 

5、发行费用：48,120,120.01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2,071,879,874.54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127,327,327股，发行价格为16.65元/股。截至2020年9月2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账户。2020年9月3日，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的验证报告》（中汇会验[2020]5769

号）验资，截至2020年9月2日15:00，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收到公司本次发行对

象缴纳的认购资金2,119,999,994.55元。 

2020年9月3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部分承销费及保

荐费用后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2020年9月3日，经中汇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中汇会验[2020]5770号）验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119,999,994.55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48,120,120.01 元 (不含增值税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071,879,874.54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0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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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

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

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不包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

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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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

行方案要求。”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人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

单》、《追加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公司与发行对象正式签署的认购

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非公

开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人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

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03,603 59,999,989.95 

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06,005 99,999,983.25 

3 杨岳智 3,603,603 59,999,989.95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03,602 59,999,973.30 

5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26,423 106,999,942.95 

6 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管理组合 3,603,603 59,999,989.95 

7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7,807,807 129,999,986.55 

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 
14,414,414 239,999,993.10 

9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04,804 79,999,986.60 

10 太平洋行业轮动股票型产品 4,804,804 79,999,986.60 

1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07,505 124,999,958.25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44,739 112,299,904.35 

13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24,624 76,999,989.60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4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804,804 79,999,986.60 

1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927,919 464,999,851.35 

16 徐志康 4,204,204 69,999,996.60 

17 王晓梅 4,204,204 69,999,996.60 

18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 39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603,603 59,999,989.95 

19 赵恒威 3,183,183 52,999,996.95 

2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

品 
1,843,874 30,700,502.10 

合计 127,327,327 2,119,999,994.55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2005-09-19 

法定代表人 孙志晨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2005-02-03 

法定代表人 李文 

注册资本 13,272.4224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H 区(东座)6 楼 H686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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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3、杨岳智 

姓名 杨岳智 

身份证号 440527196712****** 

住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限售期 6 个月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1995-10-25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1,292,677.6029 万人民币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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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货

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5、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2004-05-12 

法定代表人 陈兵 

注册资本 25,000 万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楼 25 楼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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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6、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6-06-09 

法定代表人 于业明 

注册资本 2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 39 楼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

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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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注：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管理组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中

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太平洋行业轮动股票型产品均由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 

7、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1999-03-25 

法定代表人 经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 楼 09-14 单

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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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8、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1998-12-22 

法定代表人 何如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

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9、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06-21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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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10、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0-12-31 

法定代表人 任颜 

注册资本 97,882.2971 万元人民币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78 号运达国际广场 28 楼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上业务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

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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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11、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1-12-14 

法定代表人 张奥星 



注册资本 16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金马国际 7 幢 2 单元 13 层 4 号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

品；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投资提供担保；不得从事房地产业务。）；

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保险资产管理）；资本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

和保险资产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经营以上业务的，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

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12、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2003-09-30 

法定代表人 兰荣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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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13、徐志康 

姓名 徐志康 

身份证号 310106194612****** 

住址 上海市虹口区 

限售期 6 个月 

14、王晓梅 

姓名 王晓梅 

身份证号 310106194610****** 

住址 上海市虹口区 

限售期 6 个月 

15、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8-01-09 

法定代表人 杨东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H 区(东座)6 楼 H678 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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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16、赵恒威 

姓名 赵恒威 

身份证号 210602196504****** 

住址 辽宁省丹东市 

限售期 6 个月 

17、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6-02-21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F07、F08 室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

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资产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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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限售期 6 个月 

上述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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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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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认购。上述发行对象未以

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公司、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ShowWorld HongKong Limited 限售流通 A 股 332,615,750 19.79% 

2 WB Online Investment Limited 限售流通 A 股 147,726,614 8.79% 

3 青岛利兹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限售流通 A 股 127,186,438 7.57% 



合伙） 

4 
深圳庥隆金实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限售流通 A 股 100,387,904 5.97% 

5 
厦门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限售流通 A 股 99,501,207 5.92% 

6 
嘉兴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限售流通 A 股 99,501,207 5.92% 

7 
青岛永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限售流通 A 股 95,510,860 5.68% 

8 
澄迈新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限售流通 A 股 93,543,291 5.57% 

9 
杭州长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限售流通 A 股 65,905,768 3.92% 

10 
海南金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限售流通 A 股 59,479,942 3.54% 

合计 1,221,358,981 72.68%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ShowWorld HongKong Limited 332,615,750 18.40% 332,615,750 

2 WB Online Investment Limited 147,726,614 8.17% 147,726,614 

3 
青岛利兹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7,186,438 7.04% 127,186,438 

4 
深圳庥隆金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00,387,904 5.55% 100,387,904 

5 
厦门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9,501,207 5.50% 99,501,207 

6 嘉兴腾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501,207 5.50% 99,501,207 

7 青岛永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510,860 5.28% 95,510,860 

8 澄迈新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3,543,291 5.17% 93,543,291 

9 
杭州长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5,905,768 3.65% 65,905,768 

10 海南金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9,479,942 3.29% 59,479,942 

合  计 1,221,358,981 67.56% 1,221,358,981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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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所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新股数量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31,666,659 79.25 127,327,327 1,458,993,986 80.71 

人民币普通股 1,331,666,659 79.25 127,327,327 1,458,993,986 80.7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348,753,656 20.75 - 348,753,656 19.29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348,753,656 20.75 - 348,753,656 19.29 

三、股份总数 1,680,420,315 100.00 127,327,327 1,807,747,642 100.00 

 

（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新媒体商业大数据平台建设

项目、WEIQ新媒体营销云平台升级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可以有效地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为公司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增加 127,327,327 股限售流通股，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一

定变化。实际控制人新浪集团和李檬先生的控股比例由 41.84%变动至 38.89%，仍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仍无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四）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

生变动。 

（五）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竞争实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

发展。 

（六）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市场前景。本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募投项目顺利开展和实施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

模将大幅增加，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将得到显著改善，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

能力均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未来销售收入的增长及盈利水平的提升。 

（七）对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之间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

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1 号港中旅大厦 26 层 

联系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400 

保荐代表人： 顾翀翔、杨阳 

项目协办人： 彭海娇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孔鑫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12 号新华保险大厦 6 层 

联系电话： 010-65693399 

传真： 010-65693838 

经办律师： 吴刚、万洁 

（三）审计机构 

名称：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余强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 8 号华联时代大厦 A 幢 601 室 

联系电话： 0571-88879999 

传真： 0571-88879010 

经办会计师： 林鹏飞、唐谷 

（四）验资机构 



名称：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余强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 8 号华联时代大厦 A 幢 601 室 

联系电话： 0571-88879999 

传真： 0571-88879010 

经办会计师： 林鹏飞、唐谷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0]5769

号）；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