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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惠尔明 指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 

董事会 指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主办券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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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 

《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指南》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 
指 

2017年 7月 1日施行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信息披露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

披露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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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君立、律师事务所 指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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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及金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5,52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8,800,000.00 元。实际发行的股份数量、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通

过的股票发行方案确定的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50元，系与投资者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业绩情况、公司每股净资产、市盈率以及未来公司业

务的发展等因素，经过与投资者充分沟通后最终确认的价格。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

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在册股东对于新发行的股份无优先认购

权。 

（四）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规定的 6名投资者，其中 3名为公司在册股东，3名为新增股东，认

购数量及方式如下： 

序号 投资者姓名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是否在册

股东 

1 郑惠敏 720,000 1,800,000 现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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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姓名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是否在册

股东 

2 方彬 480,000 1,200,000 现金 是 

3 

柏睿（厦门）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400,000 1,000,000 现金 是 

4 
新疆世欣君诚

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20,000,000 现金 否 

5 
新余市聚智投

资有限公司 
3,920,000 9,800,000 现金 否 

6 
上海钦玛通信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5,000,000 现金 否 

合计数 15,520,000 38,800,000.00 现金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共计 6 名，其中 3 名为公司在册股东，3 名为新增合格投

资者，具体信息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姓

名 
股东性质 基本情况 

1 郑惠敏 自然人 

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公司董事长，属于符合参

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

条件的投资者。 

2 方彬 自然人 

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公司总经理，属于符合参

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

条件的投资者。 

3 

柏睿（厦门）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

企业  

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属于符合参与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条件的投资

者。 

4 

新疆世欣君

诚投资有限

公司 

法人 

在（中信证券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股票投资账户，

股东账号为 0800339528），属于符合参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条件的投

资者。 

5 

新余市聚智

投资有限公

司 

法人 

在（长江证券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股票投资账户，

股东账号为 0800332293），属于符合参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条件的投

资者。 

6 
上海钦玛通

信科技有限
法人 

在（海通证券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股票投资账户，

股东账号为 0800334399），属于符合参与全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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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转让条件的投

资者。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形式认购，未有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

的情形。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现有股东及其董监高的之间的关联

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6名投资者，其中郑惠敏为公司在册股东、董事长；方

彬为公司在册股东、董事、总经理；柏睿（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公司在册股东。郑惠敏与方彬是一致行动人，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郑惠

敏是公司股东、董事、董事会秘书苏文佳的母亲，是公司董事高闽军的表姐；方

彬是公司股东、董事方震龙的父亲；新余市聚智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袁燕是公司在册的股东。除此之外，其他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

公司现有股东及其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郑惠敏直接持有公司 2,498.40 万股的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23.98%，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担任董事兼董事长职务，能够对公司股

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股东方彬直接持有公司 1,666.80万股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7%，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其与郑惠敏作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自公司成立以

来，一直为公司前两大股东，郑惠敏担任董事兼董事长职务，方彬担任董事兼总

经理职务。郑惠敏与方彬于 2015 年 4 月 9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截

至本次发行前二人合计掌握公司 39.95%股份表决权，能够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人事安排、生产经营等决策实施

有效控制，是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郑惠敏直接持有公司 2,570.40 万股的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21.47%，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担任董事兼董事长职务，能够对公司股

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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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方彬直接持有公司 1,711.80万股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0%，仍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其与郑惠敏合计掌握公司 35.77%股份表决权，

能够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人事

安排、生产经营等决策实施有效控制，仍然是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因此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郑惠敏、实际控制人均为郑惠敏与方彬，

未发生变化。 

（六）挂牌公司符合豁免申请核准定向发行情形的说明 

《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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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6月 30日公司在册股东

人数为 146名，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合计为 149名，不超过 200 名。 

综上，公司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的

条件。 

（七）募集资金用途 

1、 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挂牌后至本次股票发行前，共发行过三次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1）201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5 年 4 月 9 日，经惠尔明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股

票 5,522,777 股，发行价格 4.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4,852,499 元。本次募集资

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全部到账，缴存

银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芗城支行（账号：161040100100203000），并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闽验字（2015）第 0016

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收到《关于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2564 号），该账户自 201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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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至 2015 年 6 月 9 日未发生任何资金收支，公司按照规定不存在提前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 

（2）2015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15 年 6 月 4 日，经惠尔明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股

票 1,900,000 股，发行价格 3.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65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

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全部到账，缴存银

行为福建海峡银行龙海支行（账号：100034594080010001），并经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的中兴华验字（2015）第 FJ-002 号验资报告

审验。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收到《关于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5463 号）。因公司资金周转需

求，公司在尚未取得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提前使用了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借

款及公司日常经营。公司控股股东郑惠敏、方彬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签署承诺，

如若本次定增未取得股转公司备案通过，公司将负责归还本次定增资金，二人将

对本次定增资金的归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2015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 

2015 年 12 月 3 日，经惠尔明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发行

股票 14,110,000 股（其中货币方式出资 7,910,000 股，股权方式出资 6,200,000 

股），发行价格 3.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7,685,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全部到账，缴存银行为

兴业银行漳州芗城支行（账号：161040100100203000），并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6）京会兴验字第 09010020 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收到《关于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3327 号），该账户自 2015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未发生任何资金收支，公司按照规定不存在提前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惠尔明挂牌及挂牌后共募集资金公司 5,918.75 万元，2015 年度已使用募集

资金 3,150.25 万元， 2016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768.50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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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 5,918.75 万元。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00 万

元（包括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2015 年度累计使

用额 

2016 年度使用额 募集资金余额 

1、补充流动资金 31,502,500 27,685,000 0.00 

其中： (1)、偿还短期

银行贷款 

13,400,000 18,500,000 0.00 

(2)、支付货款 18,102,500 9,185,000 0.00 

合计 31,502,500 27,685,000 0.00 

公司上述股票发行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亦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定向发行的账户为公司的一般账户。尽

管以上定向发行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管理，但公司严格按已有的资金管

理制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

《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 

在 2015 年第二次定增中，公司提前使用了募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及

公司日常经营。公司控股股东郑惠敏、方彬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签署承诺，如若

本次定增未取得股转公司备案通过，公司将负责归还本次定增资金，二人将对本

次定增资金的归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其余两次，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在取得

股转系统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前述股票

发行均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2、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计划募集的资金总额为不超过9,600.00万元，实际募集的资金

总额为3,880.00万元，主要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

扩大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已于2016年9月14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惠尔明（福

建）化学工业股份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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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2016年8月8日发布的《 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常见问 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

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会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

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3.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测算过程 

(1)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说明 

为公司新产品研发、销售渠道建设等，扩大市场及经营规模，提升品牌市场

影响力；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夯实公司资本实力,降低短期偿债风险,降低财务费

用,提高盈利水平,并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本次募集

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是合理的、必要的。 

(2)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3,8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

体用途主要是满足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的营运资金需求。 

1）营业收入预测 

2015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08亿元。2016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62亿元，

较上年增长49.84%。公司在《股票发行方案》中预测2017年度营业收入约2.75

亿元，较2016年度增长1.13亿元，预测增长比例约70%。 

2017年，公司延续向手机涂料业务领域扩张的模式，成立了惠州市惠尔明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发展手机涂料涂装业务。目前公司已与龙旗、闻泰、

人保等手机ODM公司及联懋、华辉信达、德威、硕贝德等手机模厂签署《框架协

议》，预计新增手机涂装业务6000万元左右，同时拉动涂料业务增长2500万元；

其次，原有传统涂料业务预计增长2500万元左右（含原有业务有10%的增长，以

及因公司与当地工程项目形成密切合作，增加了工程防腐涂料业务，预计可增

加涂料业务收入1000万元左右）。因此，预计公司业绩增长额与《股票发行方

案》预测额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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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营运资金需求预测 

针对未来营业收入增长预测情况，公司基于销售收入预测数据和销售百分比

法(各会计科目占营业收入比例保持不变)，预测未来公司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

(即营运资金需求 )。由于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营运

资金,故仅对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及经营性流动负债变化

情况进行分析,不考虑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 

因此,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增加所形成的新增流动资金占用额的测算情况如

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6

年末（元） 

占营业收入比

例 

2017年度 /2017 年

末（预测数）（元） 

营业收入 161,695,153.44 100.00% 274,881,760.85 

应收账款 95,405,702.76 59.00% 214,205,128.07 

其他应收款 11,732,893.88 7.26% 26,342,723,37 

存货 45,320,377.49 28.00% 101,753,427.56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192,083,452.01 59.86% 431.266,258.17 

应付账款 17,612,778.60 10.89% 39,544,255.60 

应付职工薪酬 944,989.24 0.58% 2,121,692.26 

应交税费 20,487,987.10 12.67% 45,999,681.08 

其他应付款 25,207,321.89 15.59% 56,595,543.64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89,469,811.34 55.33% 200.877,849.46 

经营净资产(经营性流

动资产一经营性流动负

债） 

102,613,640.67 63.46% 230,388,408.71 

经测算，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增长，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增加所形成的营运资

金需求约为12,777.47万元（2017年末经营净资产-2016年末经营净资产）,本次

募集资金为超过3,880万元,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

相匹配，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求量，符合相关规定。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的比较情

况 

本次发行前（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6月 30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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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有限售条

件股份

（股） 

无限售条件

股份（股） 

1 郑惠敏 24,984,000 23.98% 19,440,000 5,544,000 

2 方彬 16,638,000 15.97% 12,960,000 3,678,000 

3 

宁波宝骏洋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520,000 5.30% 0 5,520,000 

4 
北京天星望岳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5,333,333 5.12% 0 5,333,333 

5 

柏睿（厦门）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962,800 4.76% 0 4,962,800 

6 骆志敏 4,167,600 4.00% 0 4,167,600 

7 周军民 3,781,200 3.63% 0 3,781,200 

8 陈瑶贵 2,782,800 2.67% 2,070,000 712,800 

9 袁燕 2,666,666 2.56% 0 2,666,666 

10 詹天桥 2,640,000 2.53% 0 2,640,000 

合计数 73,476,399 70.52% 34,470,000 39,006,399 

本次发行后，前 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 

1 郑惠敏 25,704,000 21.47% 19,980,000 5,724,000 

2 方彬 17,118,000 14.30% 13,320,000 3,798,000 

3 

新疆世欣君

诚投资有限

公司 

8,000,000 6.68% 0 8,000,000 

4 

宁波宝骏洋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5,520,000 4.61% 0 5,520,000 

5 

柏睿（厦门）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5,362,800 4.48% 0 5,362,800 

6 

北京天星望

岳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333,333 4.46% 0 5,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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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 

7 骆志敏 4,167,600 3.48% 0 4,167,600 

8 

新余市聚智

投资有限公

司 

3,920,000 3.27% 0 3,920,000 

9 周军民 3,781,200 3.16% 0 3,781,200 

10 陈瑶贵 2,782,800 2.32% 2,070,000 712,800 

合计数 81,689,733 68.23% 35,370,000 46,319,733 

说明： 

（1）公司于 2017年 7月办结了部分股票解除限售登记，其中解除了股东陈

瑶贵持有的 690,000股限售登记股份，至此陈瑶贵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1,380,000 股。 

（2）因公司在册股东后续股份交易，导致部分股东持股数量产生变化、公

司存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等于股权登记日股东人数＋新增股份人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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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9,222,000 8.85% 9,522,000 7.95%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9,544,800 9.16% 9,844,800 8.22%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54,133,864 51.96% 67,763,864 56.61%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63,678,664.00 61.12% 77,608,664 64.84%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32,400,000.00 31.10% 33,300,000 27.82%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34,560,000.00 33.17% 35,460,000 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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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5,940,000 5.70% 6,630,000 5.5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40,500,000 38.88% 42,090,000 35.16% 

总股本 104,178,664 100.00% 119,698,664 100.00% 

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重复计入无限售

股份和有限售股份中的董事、监事、高管一栏。 

2、本次发行前后股东人数的变动情况 

发行前（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6月 30日）公司股东 146名，本次股票发行新

增股东 3名，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应为 149名。 

注：因公司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6月 30日的在册股东后续股份交易，导致公

司股东人数发生变化，截至 2017 年 8月 18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 147名，导

致公司发行后股东人数不等于股权登记日股东人数＋新增股份人数。 

3、本次发行前后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资产总额增加 3,880.00万元，均为货币资金。所有者权益增

加 3,880.00万元，其中：股本增加 1,552.00万元，资本公积增加 2,328.00万

元（未考虑发行费用）。 

4、本次发行前后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业涂料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

工程服务，产品包括水性涂料、聚氨酯涂料、丙烯酸涂料、UV光固化涂料、氟

碳涂料等八大类一百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 3C智能手机、家电厨卫、眼镜

饰品、体育医疗器材、工程机械、重防腐工程、幕墙工程等工业领域。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公司运营资金，以满足公司的规模扩

大与业绩增长带来资金需求。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工业涂料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和工程服务，产品包括水性涂料、聚氨酯涂料、丙烯酸涂料、UV光固化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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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碳涂料等八大类一百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 3C智能手机、家电厨卫、眼

镜饰品、体育医疗器材、工程机械、重防腐工程、幕墙工程等工业领域。 

所以，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为：郑惠敏与方彬掌握公司 39.95%

股份表决权，可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人事安排、生产经营等决策实施有效控制，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为：郑惠敏与方彬掌握公司 35.77%股份

表决权，可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人事安排、生产经营等决策实施有效控制，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本次发行前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

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

股比例 

1 郑惠敏 董事长  24,984,000  23.98% 25,704,000 21.47% 

2 方彬 
董事、总经

理 
 16,638,000  15.97% 17,118,000 14.30% 

3 苏文佳 
董事、董事

会秘书 
 1,282,800  1.23% 1,282,800 1.07% 

4 方震龙 董事  720,000  0.69% 720,000 0.60% 

5 高闽军 董事 0 0.00% 0 0.00% 

6 殷东青 
监事会主

席 
0 0.00% 0 0.00% 

7 姜峰 监事  480,000  0.46% 480,000 0.40% 

8 王加杭 监事 0 0.00% 0 0.00% 

9 肖振肯 财务总监 0 0.00% 0 0.00% 

合计 44,104,800 42.33% 45,304,800 37.85% 

（三）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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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6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15 0.13 

净资产收益率（%） 9.43 10.56 0.0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4 -0.18 -0.16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股） 1.58 1.46 1.60 

资产负债率（%） 38.03 36.26 31.50% 

流动比率 2.00 2.15 2.58 

速动比率 1.48 1.64 2.07 

注：发行前后财务指标对比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2017]京会兴审字第 09010013 号”审计报告数据为基数。（2）以上数据

计算均取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3）发行后每股收益、净

资产收益率直接根据发行后的期末股本、期末净资产测算。 

定向发行后财务指标依据披露的经审计的2016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

并按照增资完成后总股本测算。 

（四）以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发行后挂牌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变化 

本次发行全部以现金形式认购，不存在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有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在本次股票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将按照《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限售。发行对象郑惠敏为公司董事

长、方彬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其新增股份的75%部分限售；其余定向发行新增

股份无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中，具体限售安排如下： 

序

号 

股东 

姓名 

 

任职 

本次股票发行认

购股份数量（股） 

本次限售股

份数量（股） 
限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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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惠敏 董事长 720,000 540,000 公司法 

2 方彬 董事、总经理 480,000 360,000 公司法 

合计 1,200,000 900,000  

四、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核查情况 

发行人惠尔明及其控股股东郑惠敏、实际控制人郑惠敏和方彬，子公司厦门

惠仕特贸易有限公司、武城惠尔明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惠尔明高分子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东莞市比翼化工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惠尔明柏睿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惠尔明（厦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惠州市惠尔明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顺德氟乐威贸易有限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不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 

五、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

见》，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表了如下意见： 

（一）惠尔明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惠尔明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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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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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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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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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尔明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惠尔明的本次发行对象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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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惠尔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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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尔明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

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私募基金，无需履行相应的备案手续。

现有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按照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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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已办理了基金备案。本次发行对象、公司股东符

合《管理办法》、《管理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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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九）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十）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向持股平台发行的情形。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 

（十三）公司已经详尽披露了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并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行

性分析，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四）公司挂牌后规范治理、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十五）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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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公司前期发行中的承诺人已严格履行承诺事项。除上述情况外，公

司不存在其他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或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 

（十七）公司不存在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子公司及本次股票发

行对象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十八）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宗教投资，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

品、购买住宅类房地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   

（十九）公司签署的关于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承诺函》是其真实的意思

表示，截至本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六、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为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尔明(福建)化

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并对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发表了如下意见： 

（一）本次发行已经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核准。     

（三）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

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文件系有关当事人意思自治之结果，形式完整，

内容合法有效，符合《合同法》《公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发行业

务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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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认购安排经公司有权机关制定，并经必要程序审议通过，且

在册股东根据《章程修正案》的规定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本次发行不会损害原其

他股东之合法权益。 

（七）根据公司与各认购方签署的《认购协议》，均未约定估值调整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八）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将在中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新增股份除原股

东郑惠敏、方彬认购的股份需按照相关规定限售外，其他新增股份不存在限售要

求，也无自愿锁定安排。 

（九）本次发行之股票认购价格系各方根据公司的资产和经营状况协商确

定，各投资者均以现金方式认购该等股份，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股份之情形，

不存在资产权属不清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也无需就该等事宜事先经有关部门

批准。 

（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认购对象世欣君诚投资、钦玛科技、聚智投资、柏

睿投资、郑惠敏、方彬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情形，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

金备案。 

公司现有机构股东中北京天星望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合之

力量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力量创起航 1 号量化投资基金为私募投资基金，已

办理相关备案手续；其他现有机构股东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情形，无需进行私募

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备案。 

（十一）根据本次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本次发行对象均是以自有合法资金

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资金来源不存在纠纷或可预见的潜在纠纷，不存在代

他人出资及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十二）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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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已按照《股票发行问

答（三）》的要求，完成如下工作： 

1、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惠尔明（福建）

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在《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中详细披露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并对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2、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

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

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3、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4、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

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惠尔明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

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等具有金融属性的挂牌公司，不属于《股

票发行问答（三）》中规定的“一行三会”监管的企业、私募基金管理机构。 

（十四）根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

施的监管问答》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查询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相应政府部门公示网站以及漳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网站、知识产权网站等，并取得了惠尔明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简称“惠尔明等相关主体”）以及本次发行对

象出具的声明，惠尔明等相关主体和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五）本次发行已经履行了公司内部的批准与授权程序；本次发行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本次发行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

次发行程序及结果合法合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文件形式完整、内容合法有

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不存在相关限售安排；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本次发行不存在“持股平台”；本次发行对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了必要性和可

行性分析，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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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不属于《股票发行问答（三）》中规定的“一行

三会”监管的企业、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惠尔明等相关主体和本次发行对象不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本次发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各项规定。 

七、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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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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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全体监事签字：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2 

 

八、备查文件 

1、关于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验资报告［(2017)京

会兴验字第 09010012号］ 

2、《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