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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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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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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浩、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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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15,400,000股，由认购对象以深圳市东兴诚信科

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认购 40,040,000.00元。实际发行的股份数量、认购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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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元，系与投资者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的价格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近一期净利润、每股净资产以及

前次发行价格等因素，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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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名投资者，其中 7名均为新增自然人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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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凯 4,620,000 12,012,000.00 非现金资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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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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昭华 3,850,000 10,010,000.00 非现金资产 否 

3 薛炳城 3,850,000 10,010,000.00 非现金资产 否 

4 龙珍湖 770,000 2,002,000.00 非现金资产 否 

5 谭石海 770,000 2,002,000.00 非现金资产 否 

6 陈飞 770,000 2,002,000.00 非现金资产 否 

7 何义珍 770,000 2,002,000.00 非现金资产 否 

合计数 15,400,000 40,040,000.00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共计 7 名，均为新增合格投资者，具体信息如下： 

陈飞，男，1983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6月毕业于

安阳工学院，本科学历。2003年7月至2006年5月在东莞可立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IE工程师；2006年5月至2010年8月，在大连钨珍电子有限公司担任生产部门

经理；2010年8月至2014年9月在东莞钨珍电子有限公司担任美洲事业部部长；

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在东莞钨珍电子有限公司担任三星事业部副总；2015年6

月至2016年3月在东莞天杰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6年3月至今在深圳市东

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在广州证券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股票投资账户

（股东账号为0239032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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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凯，男，1968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6月毕

业于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化学专业，大专学历。1988年7月至2000年2月在麻城林产

化工厂担任实验室主任；2000年3月至2007年2月在昆山泉盛涂料有限公司担任技

术部总工程师；2007年3月至2016年2月在天津美嘉美涂料有限公司担任技术部经

理；2015年6月至今在上海途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上海瀚途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担任董事长。在广州证券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股票投资账户（股

东账号为0238760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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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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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珍湖，男，1982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年6月毕

业于凯里学院化学专业，大专学历。2004年7月至2006年12月在东莞灵通涂料有

限公司担任技术员；2007年1月至2010年9月在广州长兴精细化学有限公司担任助

理工程师；2010年10月至2013年11月在东莞市荣昌化工有限公司担任UV项目工

程师；2013年11月至2016年8月在东莞市金长城涂料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工；2016

年8月至今在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在申万宏源证券公司

开设了新三板股票投资账户（股东账号为0240863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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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石海，男，1983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6月毕

业于江西南昌工程学院，大专学历。2003年6月至2004年7月在东莞富裕精密模具

有限公司担任喷涂技师；2004年8月至2007年10月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PVD科长；2007年11月至2011年6月在河源西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担任PVD部门

经理；2011年6月至2016年3月在深圳市三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担任工程生产总

监；2016年3月至今在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生产副总。在广州证券

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股票投资账户（股东账号为0229400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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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昭华，男，1965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6月毕

业于福州大学机械工程系，本科学历。1990年7月至1992年3月在武汉重型机床厂

担任技术员； 1992年4月至1994年1月在外资五峰集团担任市场部及南京分公司

经理；1994年2月至1996年3月在上海怡高物业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1996

年3月至2004年5月在上海和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4年5月至2017

年8月在上海中祖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年9月至2017年9

月在湖北景秀园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在广州证券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股

票投资账户（股东账号为02083975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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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义珍，女，1972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1年6月毕业

于湖北省罗田县第二中学，高中学历。2001年7月至2007年1月在深圳市可多为实

业有限公司担任经理；2007年1月到今在深圳市金冠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担任执

行董事；2015年3月到今在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坪山分公司担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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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证券公司开设了新三板股票投资账户（股东账号为0111632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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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炳城，男，1972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6月毕业

于漳州市农业学校畜牧专业，大专学历。1992年2月至1994年6月在漳州市农业畜

牧中心担任技术员；1994年7月至1996年6月在漳州市炜光饲料有限公司担任生产

部门经理；1996年7月至1998年1月在漳州市台福化工有限公司担任部门经理；

1998年2月至2003年5月在厦门联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担任销售部副总；2003年6

月至今在泉州联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在申万宏源证券公司开设了新

三板股票投资账户（股东账号为0208637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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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投资者均属于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非现金形式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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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名新增自然人投资者。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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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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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5,200 股的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2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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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8,000股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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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股份表决权，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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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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5,200 股的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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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方彬直接持有公司 17,118,000股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7%，仍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其与郑惠敏合计掌握公司 32.81%股份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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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4日公司在册股东

人数为 155名，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合计为 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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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行过四次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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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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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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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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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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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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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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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次股票发行 

2017 年 9月 20日，公司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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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674 号文)的确认，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520,000股，发行价格 2.5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38,800,000 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7]京会兴验字第 09010012号”《验资报告》进行了

审验确认。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全部存于公司在福建海峡银行龙海支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中（账号：100034594050010004）。 

该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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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目前公司第四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使用 3,880.00

万元，详细金额投入情况如下：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金额 备注 

1、补充流动资金 3,880.00  

（1）偿还借款  1,500.00   

（2）补充全资子公

司流动资金 

1,900.00 
 

  其中：东莞市比翼

化工有限公司 

 200.00  
 

东莞市惠尔明高分

子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500.00  

 

惠州市惠尔明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800.00  
 

厦门惠仕特贸易有

限公司 

 200.00  
 

武城惠尔明新材料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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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3）支付货款  480.00   

合计  3,880.00   

2、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通过本次股票发行，以达到通过产业并购进入新的细分领域，整合同行

业上下游资源，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之目的。 

发行对象以股权资产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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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公司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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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5,200 22.73% 19,980,000 7,2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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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3,200 4.46% 0 5,343,200 

6 

北京天星望岳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5,333,333 4.46% 0 5,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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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1,200 3.13% 0 3,7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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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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陈瑶贵 2,782,800 2.32% 0 2,782,800 

合计数 83,141,333 69.46% 33,300,000 49,841,333 

本次发行后，前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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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5,200 20.14% 19,980,000 7,225,200 

2 方彬 17,118,000 12.67% 13,320,000 3,798,000 

3 

新疆世欣君

诚投资有限

公司 

8,000,000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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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0 5,520,000 

5 

柏睿（厦门）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5,343,200 3.96% 0 5,343,200 

6 

北京天星望

岳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5,333,333 3.95% 0 5,333,333 

7 王世凯 4,620,000 3.42% 0 4,620,000 

8 骆志敏 4,167,600 3.08% 0 4,167,600 

9 

新余市聚智

投资有限公

司 

3,920,000 2.90% 0 3,920,000 

10 王昭华 3,850,000 2.85% 0 3,850,000 

11 薛炳城 3,850,000 2.85% 0 3,850,000 

合计数 88,927,333 65.82% 33,300,000 55,62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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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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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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3,200 9.21% 11,023,200 8.16%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11,346,000 9.48% 11,346,000 8.40%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68,812,664 57.49% 84,212,664 62.33%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80,158,664 66.97% 95,558,664 70.73%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33,300,000 27.82% 33,300,000 24.65%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35,460,000 29.62% 35,460,000 26.25%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4,080,000 3.41% 4,080,000 3.0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39,540,000 33.03% 39,540,000 29.27% 

总股本 119,698,664 100.00% 135,098,66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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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4日）公司股东 155 名，本次股票发行

新增股东 7名，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应为 162名。 

注：因公司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1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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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9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 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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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40,000.00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40,040,000.00元；所有者权益增加 40,040,000.00元，其中：股本增加 15,400,000

元，资本公积增加 24,640,000.00 元（未考虑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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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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的用途为：通过产业并购进入新的细分领域，整合同行业上下

游资源，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东兴科技主营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外壳涂装技术研发、生产与销售（属于其经

营范围中计算机技术及产品、通信技术及产品、电子产品、塑胶制品、五金制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涂料产业的下游企业，其与惠尔明属于上下游关系。

惠尔明向东兴科技提供涂料产品，由东兴科技根据客户要求研发涂装技术，将涂

料涂装到相应产品。2017年，公司延续向手机涂料业务领域扩张的模式，大力

发展手机涂料涂装业务，目前已与龙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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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科技在该行业内有着

多年的研发经验和客户资源，能够弥补惠尔明研发技术方面的不足，并为惠尔明

带来更多的客户。此次并购进一步推动公司的涂料涂装技术向电子通信、五金、

塑胶等轻工业产品延伸，与公司构建涂料、涂装、表面处理三位一体技术平台，

为客户提供表面涂层一站式服务，实现由涂料制造商向表面涂层综合服务商转型

之战略相符，有利于降低客户成本,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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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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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尔明(福建)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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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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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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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5,200  22.73%  27,205,200 20.14% 

2 方彬 
董事、总经

理 
17,118,000 14.30% 17,118,000 12.67% 

3 苏文佳 
董事、董事

会秘书 
 1,282,800  1.07%  1,282,800  0.95% 

4 方震龙 董事  720,000  0.60%  720,000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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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  480,000  0.36% 

8 王加杭 监事 0 0.00% 0 0.00% 

合计 46,806,000 39.10% 46,806,000 34.65% 

（三）发行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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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6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13 0.11 

净资产收益率（%） 9.43 0.08 0.0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2 0.03 0.03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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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资产（元/股） 1.58 1.60 1.71 

资产负债率（%） 38.03 31.50 27.74 

流动比率 2.00 2.58 3.03 

速动比率 1.48 2.07 2.52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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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发行前股本按照2016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本次发行前新增股

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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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一次股票发行及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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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向陈飞、王世凯、龙珍湖、谭石海、王昭华、何义珍、薛炳城发行

15,400,000股股份收购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2017年11月7日出具了《审计报告》（[2017]京会兴审字

第09010094号），截至2017年9月30日，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负债账

面价值20,890,486.67元，资产负债率为76.93%。主要负债为应付往来账款，公司

无对外担保的情形，无大额或有负债。 

因本次股票发行所收购的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虽然资产负债率超

过挂牌公司资产负债率，但由于负债主要为应付往来账款，总金额不大，且无对

外担保等情形，本次股票发行后对挂牌公司债务及或有负债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无自愿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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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在本次股票发行中认购的股份不存在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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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限售限售的情形。 

因此，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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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的对象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被纳入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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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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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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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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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已经明确知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有关监管要求，并明确

表示其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代他人持有的情形；签署的《承诺函》是其真实的意思

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本次发行相应认购股份的资产均是认购对象本人持有的

深圳市东兴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资产。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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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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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次股票发行方式为非现金资产认购，不存在募集资金的情况。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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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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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及本次股

票发行对象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 

（十八）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为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现金的情况，不

存在募集资金用途涉及宗教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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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十九）其他 

1、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为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现金的情况，不涉及

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2、公司本次认购对象用于认购的资产权属的清晰，相关审计与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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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出具了榕国浩律（非）字[2017]第 C2017093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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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

书》，并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表了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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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依据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公司具备本次发

行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已经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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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合法有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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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次发行的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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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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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特殊条款、对赌、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将在中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新增股份不存在

限售要求，也无自愿锁定安排。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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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投资者均以非现金资产方式认购该等股份，非现金资产已经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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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程序符合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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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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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认购对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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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本次发行对象均是以其合法持有东兴科技的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

的股份，其各自持有的东兴科技股权不存在纠纷或可预见的潜在纠纷，不存在代

他人持有东兴科技股权及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十四）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不存在持股平台，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的情形，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为合格投资者。 

（十五）发行人未发生连续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不同的股票发行方案，未存

在同时进行多个股票发行的情形。 

（十六）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经核查惠尔明本次发行股票不涉及募

集资金，发行人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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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0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

在《股票发行方案》中详细披露了本次发行股票的目的为通过产业并购进入新的

细分领域，整合行业上下游资源，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并对发行股票收购资产

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本次发行股票不涉及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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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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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签订的《投资并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

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4、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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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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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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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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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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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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0022号］ 

2、《国浩律师（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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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书》[榕国浩律（非）字[2017]第 C2017093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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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