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HARBIN YIHUIDA 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主办券商 

 

      

（住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35 号庄家金融大厦 25 层） 

二零一四年九月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 
 

 

 

目 录 

释  义............................................................................................................................ 2 

一、发行人符合豁免申请核准股票发行情形的说明................................................ 3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3 

三、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5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7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9 

六、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10 

七、备查文件...............................................................................................................11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 
 

释  义 

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公司、亿汇达 指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财达证券 指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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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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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细则（试

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票发行方案 指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方案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指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股份认购公告 

股东大会 指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律师事务所 指 黑龙江鼎铎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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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符合豁免申请核准股票发行情形的说明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

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根据亿汇达的《股票发行方案》及发行认购结果，本次发行对象为 2 名机构

投资者：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完成后，公司股

东人数 6 名，累计不超过 200 人。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三）符

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公司确

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超

过 35 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第六条规定

“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

投资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第三条

规定“第三条 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注册

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

上的合伙企业。” 

综上，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且发行对象财

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符合《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发行的情形。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股票发行的方式实际发行 6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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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6,900,000 元。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50 元。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3 年度财务报告，2013 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8,081,917.75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14 元。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综合参考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并

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均自愿放弃股份优先认购权并出具书面承诺，同时，

在册股东均承诺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不进行股票转让。 

（四）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公司最终确定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家具有做市

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作为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并明确了各方认购数额。截至 2014

年 9 月 12 日，公司已与上述发行对象分别签署股份认购协议。截至 2104 年 9

月 15 日，上述发行对象已分别按照协议约定及《股份发行认购公告》的要求缴

纳认资资金，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方式 认购数量（万股） 认缴金额（万元） 

1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 40 460 

2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 20 230 

合计 -- 60 690 

（五）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 60 万股，均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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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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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截至 2104 年 8 月 8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韩言广 自然人 22,595,900 75.3197 16,924,425 

2 谷凤仙 自然人 3,834,100 12.7803 2,875,575 

3 韩晓轩 自然人 3,567,000 11.89 2,400,000 

4 黎淸 自然人 3,000 0.01 -- 

合 计 -- 30,000,000 100.00 22,200,000 

2、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韩言广 自然人 22,595,900 73.8428 16,924,425 

2 谷凤仙 自然人 3,834,100 12.5297 2,875,575 

3 韩晓轩 自然人 3,567,000 11.6569 2,400,000 

4 黎淸 自然人 3,000 0.0098 -- 

5 
财达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 400,000 1.3072 -- 

6 
广州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 200,000 0.6536 -- 

合 计 -- 30,600,000 100.00 2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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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变动情况 

1、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671,475 18.90 5,671,475 18.53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958,525 3.20 958,525 3.13 

核心员工 -- -- -- -- 

其他 1,170,000 3.90 1,770,000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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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7,800,000 26.00 8,400,000 27.45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924,425 56.41 16,924,425 55.31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875,575 9.59 2,875,575 9.40 

核心员工 -- -- -- -- 

其他 2,400,000 8.00 2,400,000 7.84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2,200,000 74.00 22,200,000 72.55 

总股本 30,000,000 100.00 30,60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4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2 人，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6 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成功募集资金 690 万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本次发行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负债 83,469,473.05 51.37 83,469,473.05 49.28 

净资产 79,012,285.28 48.63 85912285.28 50.72 

总资产 162,481,758.33 100.00 169,381,758.33 100.00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未

发生变化，主要业务仍为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变配电成套设备为主，变配电单元

设备为辅的变配电设备。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韩言广先生持有 22,595,900 股，总持

股比例为 75.3197%，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仍为韩言广先生，持股数仍为 22,595,900 股，持股比例为 73.8428%，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综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均为韩言广先生，

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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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姓名 职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股） 

股权比例 

（%） 

持股数 

（股） 

股权比例 

（%） 

1 韩言广 
董事长、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22,595,900 75.3197 22,595,900 73.8428 

2 谷凤仙 
董事、副总经理

兼财务负责人 
3,834,100 12.7803 3,834,100 12.5297 

3 赵宝仙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 -- -- -- 

4 黄秋影 
董事、核心技术

人员 
-- -- -- -- 

5 邢友伟 
董事、董事会秘

书 
-- -- -- -- 

6 衣景龙 监事会主席 -- -- -- -- 

7 郭丽娟 
监事、核心技术

人员 
-- -- -- -- 

8 冯永海 监事 -- -- -- -- 

9 倪新民 副总经理 -- -- -- -- 

10 郑树杨 副总经理 -- -- -- -- 

11 于秀华 副总经理 -- -- -- -- 

12 孙宝江 核心技术人员 -- -- -- -- 

13 吕静涛 核心技术人员 -- -- -- -- 

合计 -- 26,430,000 88.10 26,430,000 86.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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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684 0.9361 0.9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2 35.08 32.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44 1.33 1.3 

每股净资产（元） 2.2 3.14 3.07 

资产负债率（%） 54.77 37.05 35.41 

流动比例（%） 1.25 1.74 1.87 

速动比例（%） 0.84 1.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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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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亿汇达的股东由 4 人增加至 6 人，累计不超过

200 人，且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发行的情形。 

（二）亿汇达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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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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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

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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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在公司申请挂牌、挂牌期间及自挂牌以来，包括本次定向发行过程

中能够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的要

求，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

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对象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符合《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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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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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法合理，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

有效。股票发行价格未见有显失公允之处，既尽可能地满足了新投资者的要求，

也未发现存在严重损害原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做出的关于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声明真实、有效，

股票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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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公司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第 45 条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相

关规定，发行对象合法、合规； 

（三）本次定向发行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履行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决策程序，公司依规定履行了现阶段信

息披露义务，本次定向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已全部缴付并由验资机构验资确认，

本次定向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合法有效，符合股票发行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合同》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

容、格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本次定向发行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充分体现了现有股东的意志，

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发行业务细则》的规定； 

（六）本次股票发行没有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故不存在资产有重大

瑕疵、需办理资产过户或因资产瑕疵导致不能过户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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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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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韩言广          谷凤仙      赵宝仙 

 

黄秋影            邢友伟 

 

全体监事签字： 

 

衣景龙            冯永海           郭丽娟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韩言广            谷凤仙              赵宝仙 

 

邢友伟            倪新民              于秀华 

 

郑树杨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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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六）《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七）《黑龙江鼎铎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定

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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