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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定向

发行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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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定向发行说明

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转公司对本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

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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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定向发行说明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天工科股、本

公司、发行人 
指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公司现行有效，已在全国股转系统披露的《马鞍山市天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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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粤开证券 指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

行说明书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会计师、会计师

事务所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文中凡未特殊说明，尾数合计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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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天工科股 

证券代码 836490 

所属行业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

备制造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磁选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并

在发展专业业务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及生产智能料仓

清堵系统 

所属层次 基础层 

主办券商 粤开证券 

董事会秘书 高雪晴 

联系方式 0555-8882516 

  （二）公司及相关主体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1 
公司或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否 

2 
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或者其他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严重损害的情形，且尚未解除或者消除影响的。 
否 

3 公司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4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定向发行说明书时，公司存在尚未完成的普通股、

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重大资产重组和股份回购事宜。 
否 

5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6 
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不适

用）。 
否 

 

  （三）发行概况 

拟发行数量（股） 1,981,548 

拟发行价格（元） 5.27 

拟募集金额（元）  10,442,757.96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否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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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四）公司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2017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日 

资产总计（元） 69,133,444.09 73,594,963.23 91,509,920.80 

其中：应收账款 19,046,287.67 28,887,987.06 31,430,948.45 

      预付账款 1,629,623.92 914,171.14 3,805,064.14 

      存货 9,854,547.06 12,856,654.71 12,053,671.89 

负债总计（元） 12,676,073.04 12,051,822.27 21,463,228.68 

其中：应付账款 4,574,401.03 3,600,235.21 8,212,093.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资产（元） 
56,457,371.05 61,543,140.96 70,046,692.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07 4.43 5.05 

资产负债率（%） 18.34 16.38 23.45 

流动比率（倍） 3.84 4.43 3.33 

速动比率（倍） 2.94 3.28 2.59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1-6 月 

营业收入（元） 24,853,712.12 42,430,683.82 49,450,835.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元） 
-2,751,653.99 5,085,769.91 8,503,551.16 

毛利率（%） 40.22 42.11 38.37 

每股收益（元/股） -0.20 0.37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计算） 

-4.76 8.62 12.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6.09 5.10 1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120,979.55 -4,994,033.00 -3,608,5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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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元）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0.15 -0.36 -0.26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24 1.77 1.57 

存货周转率（次） 2.10 2.16 2.53 

（五）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分析说明 

1、公司资产总额逐期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入规模逐期增长，相应的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余额都有所增长。 

2、公司 2018年末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0,883,561.39

元，同比增幅为 49.89%，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的增加。根据公司规定，销售订单

有 5%-10%的质保金。 

3、公司 2018年末存货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3,002,107.65元，同比增幅为 

30.46%，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主要是市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为节约生产

成本加大采购力度以及新研发的设备大量投入生产，需要大量原材料。 

4、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营业收入为 49,450,835.89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31,775,306.15 元，同比上涨 179.77%；2018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7 年度增

加 17,576,971.70 元，同比上涨 70.72%，主要是由于（1）下游企业开工率有所

回升，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进度也相继复苏，市场对磁选机等矿产专用设备的需

求量有所增加，所以矿山采矿设备的业绩有所好转；（2）公司研发制造的塔磨设

备、料仓凊堵设备及高效细粉筛设备已在客户现场使用，客户评价良好，本期取

得较好经营成果，该产品作为公司转型产品，由研发进入生产销售阶段，取得较

好的经济效益。 

5、公司净利润逐期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入规模逐期增长，毛利率保持

相对稳定。 

6、公司 2019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明细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6 月 2018年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27,026,716.42 11,147,1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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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2,024.80 232,984.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048,741.22 11,380,175.9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7,123,145.31 8,036,900.6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5,814,188.57 4,535,446.7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43,020.92 1,360,573.3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476,934.68 2,515,032.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657,289.48 16,447,95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08,548.26 -5,067,777.14 

由上表，公司 2019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459,228.88 元，但持续为负，主要原因为：2019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49,450,835.89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1,775,306.15 元，同比上涨 179.77%，公司

销售回款期较长，销售订单有 5%-10%的质保金，而公司付现人工成本、销售费用

及管理费用随着销售收入增长而大幅上涨；同时，公司为节约生产成本加大采购

力度以及新研发设备的大量投入生产，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较多。 

上述原因导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但公司盈利能力较好、

盈利能力呈上升趋势。报告期内，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994,033.00，同比减少 135.45%；2019 年 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3,608,548.26 元，同比增加 28.79%。针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负的情况公司采取的相应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密切关注下游客户的经营情况，

积极催收应收账款，提高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加强预算及付款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压力；加强精细化成本费用管理，将节省开支与

奖金政策挂钩，鼓励形成节省开支的企业文化等一系列措施。上述措施实施后，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情况有所改善，公司不存在报告期内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的情况。 

综上，随着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公司通过经营活动获取现金流的能力不断加

强，公司不存在偿债能力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7、2019 年 6 月 30 日坏账准备计提明细：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0-006 

9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 
计提比例 

（%） 
计提理由 

安徽金日盛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 

2,017,702.98 1,008,851.49 3 至 4 年 50.00 
经营不稳定，

有失信记录 

合 计 2,017,702.98 1,008,851.49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账龄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 23,166,303.17 1,158,315.16 5.00 18,674,088.09 933,704.40 5.00 

1 至 2 年 7,038,822.21 703,882.22 10.00 7,208,333.24 720,833.32 10.00 

2 至 3 年 1,622,591.55 486,777.47 30.00 2,658,875.57 797,662.67 30.00 

3 至 4 年 1,886,709.76 943,354.88 50.00 3,580,078.13 1,790,039.07 50.00 

4 年以

上 
7,186,471.10 7,186,471.10 100.00 5,575,739.02 5,575,739.02 100.00 

合计 40,900,897.79 10,478,800.83  37,697,114.05 9,817,978.48  

 

2019 年 1-6 月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660,822.35 元，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金额 0 元，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准确。 

本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的财务指标数据及分析，公司将依据后期披露的

2019年度报告，及时予以更新。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缓解公司经营资金压力，

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优先认购安排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本公司章程中未对优先认购安排进行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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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定向发行优

先认购权》的议案（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如《关于公

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

根据有关规则修订定向发行说明书并重新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本次

发行优先认购安排合法合规。 

（三）发行对象 

1.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发行，发行对象合计 29名，均为自然人投资

者，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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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自然人合格投资者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等。公司董事会结合投资者的类型、认购意向、申报时间以及公司未来发

展战略的契合度，在综合考虑后确定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拟认购数量、认购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张仁翠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189,754 1,000,003.58  现金 

2 邹忠良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189,754 1,000,003.58  现金 

3 汤复华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189,754 1,000,003.58  现金 

4 王晓峰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151,803 800,001.81  现金 

5 李力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113,852 600,000.04  现金 

6 吴力忠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94,877 500,001.79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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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7 李群辉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94,877 500,001.79  现金 

8 孙莉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94,877 500,001.79  现金 

9 孙琼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94,877 500,001.79  现金 

10 万芬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75,902 400,003.54  现金 

11 梁峰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75,902 400,003.54  现金 

12 琚会生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66,414 350,001.78  现金 

13 于江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56,926 300,000.02  现金 

14 姜立新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56,926 300,000.02  现金 

15 张传玲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56,926 300,000.02  现金 

16 刘兵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47,439 250,003.53  现金 

17 沈臻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43,644 230,003.88  现金 

18 李书会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37,951 200,001.77  现金 

19 杨书春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37,951 200,001.77  现金 

20 冀乔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37,951 200,001.77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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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21 徐莹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37,951 200,001.77  现金 

22 盛放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37,951 200,001.77  现金 

23 房鑫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37,951 200,001.77  现金 

24 李彪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28,463 150,000.01  现金 

25 吴凡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11,386 60,004.22  现金 

26 祝鲁群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10,000 52,700.00  现金 

27 高雪晴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5,693 30,002.11  现金 

28 祝超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1,898 10,002.46  现金 

29 王亮 
在册股东-自

然人投资者-

其他 

1,898 10,002.46  现金 

合计  - 1,981,548 10,442,757.96 - 

最终认购股数以发行对象实际缴款为准，未认购部分视同放弃。 

（2）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张仁翠，女，1954 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身份证号：34050319541012****，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邹忠良，男，1965 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身份证号：34050319650205****，住址:马鞍山

市花山区****。 

汤复华，男，1962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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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董事、副总经理、销售总监，身份证号：34050319621016****，住址:马鞍

山市花山区****。 

王晓峰，男，1958 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身份证号：34050319580709****，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李力，女，1968 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0319680420****，住址:马鞍山市****。 

吴力忠，男，1963 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身份证号：11010119630119****，住址:北京市东城区****。 

李群辉，男，1959 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身份证号：34050319590719****，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孙莉，女，1961 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0319610815****，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孙琼，女，1964 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0319640831****，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万芬，女，1956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0319561120****，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梁峰，男，1964 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0319640108****，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琚会生，男，1962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副总经理，身份证号：21010219621101****，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于江，男，1963 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董事、副总经理，身份证号：42010619630831****，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姜立新，男，1966 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副总经理，身份证号：13010319660430****，住址:马鞍山市康城花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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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玲，女，1970 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身份证号：34212619700804****，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刘兵，男，1978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监事，身份证号：34222219781120****，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沈臻，男，1986 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2119860818****，住址:马鞍山市当涂县****。 

李书会，男，1966 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长、董事，身份证号：11010819660526****，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杨书春，男，1982 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副总经理、技术总监，身份证号：36240119820301****，住址:马鞍山市开

发区****。 

冀乔，男，1963 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董事，身份证号：11010119630415****，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徐莹，女，1963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11010819631111****，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盛放，男，1964 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副总经理、生产总监，身份证号：34050319640420****，住址:马鞍山市花山

区****。 

房鑫，男，1986 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22240419860622****，住址:马鞍山市雨山区****。 

李彪，男，1953 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0319530608****，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吴凡，男，1988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262619881115****，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祝鲁群，女，1961 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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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身份证号：34050419611221****，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高雪晴，女，1987 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会秘书，身份证号：34122719870807****，住址:马鞍山市雨山区****。 

祝超，男，1989 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0419890920****，住址:马鞍山市花山区****。 

王亮，女，1984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在册股

东，身份证号：34050319841118****，住址:马鞍山市雨山区****。 

（3）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说

明 

本次发行对象中，邹忠良系公司在册股东、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汤复

华系公司在册股东、董事、副总经理、销售总监；王晓峰系公司在册股东、董事；

吴力忠系公司在册股东、董事；李群辉系公司在册股东、董事；琚会生系公司在

册股东、副总经理；于江系公司在册股东、董事、副总经理；姜立新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副总经理；刘兵系公司在册股东、监事；李书会系公司在册股东、

董事长、董事；杨书春系公司在册股东、副总经理、技术总监；冀乔系公司在册

股东、董事；盛放系公司在册股东、副总经理、生产总监；高雪晴系公司在册股

东、董事会秘书；孙莉系公司在册股东、公司董事李群辉的配偶；徐莹系公司在

册股东、公司董事冀乔的配偶；李力系公司在册股东、公司董事长李书会的配偶。 

除此之外，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之间不

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情况： 

（1）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相关情形。 

（2）是否为持股平台； 

不属于单纯以认购挂牌公司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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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存在股权代持； 

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4）发行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请说明其登记或备

案情况。 

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投资者，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

情况。 

3.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发行对象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合法自筹资金，本次认购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无任何纠纷或潜在的法律纠纷，否则一切责任均由认购人自行承担。 

（四）发行价格 

1.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将采取定价发行的方式，发行价格为5.27元/股。 

2.定价方法及定价合理性。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

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经审计的2018年末总股本为13,880,000股，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1,543,140.96元，每股净资产为4.43元/股，基本每股

收益为0.37元。根据公司2019半年度报告，截至201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70,046,692.12元，每股净资产为5.05元/股，基本每股

收益为0.61元。 

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截至审议定向发行说明书之董事会决议日，天工科

股收盘价格为5.38元/股，成交9,000股，与本次发行的定价较为接近,但整体而

言，公司采用集合竞价转让交易方式，挂牌以来的交易并不活跃，未形成连续交

易价格，股价不具有可参考性。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实施权益分派。公司最近一

次股票发行于2019年11月7日完成，是挂牌以来第一次股票发行，发行股份总额为

11,725,17股，发行价格为4.62元/股，发行对象为在册股东及核心员工，发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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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购买马鞍山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次股票发行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27元/股，高于最近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且综合考虑了公司最新经营情况、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及公司发展规划等多种

因素，并在与现有股东及认购对象沟通的基础上最终确定。 

综上，本次发行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1）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参与股票发行的行为系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的自

愿投资行为，并非公司通过股份支付的形式向员工提供报酬。 

（2）本次定向发行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

营需要，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并非是激励员工或获取职

工以及其他方服务的目的。 

（3）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以低价支付股份从而向员工提

供报酬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等其他涉及股份支付的履约条件。天工科股与

发行对象签订的《股票认购合同》中约定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且未约

定需向公司提供其他服务，不以业绩达到特定目标为前提。因此，本次定向发行

不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综上所述，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4.董事会决议日至新增股票登记日期间预计是否将发生权益分派，是否会导

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日至新增股票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权益分派，不会导致发

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五）发行股票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0-006 

18 

 

1.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981,548 股（含 1,981,548股）。 

2.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442,757.96 元（含 10,442,757.96 元）。 

（六）限售情况 

1.法定限售情况； 

除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进行股票限售

以外，本次股票发行无限售安排。 

2.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参与认购的对象无自愿锁定承诺。 

3.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无限售安排。 

（七）报告期内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4月 1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共完成一次股票发行，具

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11月 28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

披露《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

重组报告书》，公司定向发行 11,725,171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62 元，

发行目的为购买马鞍山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次股票发行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不涉及募集资金情况。2019年 11 月 7日，公司发行的 11,725,171 股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综上，公司自挂牌共发生一次发行股票行为，不涉及募集资金情况。 

（八）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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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1.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为：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此次募集资金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目的主要是增强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

产开发业务，也未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不用于宗教投资，符合相关监管要

求。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有10,442,757.96元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序号 预计明细用途 拟投入金额（元） 

1 原材料采购 10,442,757.96 

合计 - 10,442,757.96 

注：最终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 

2．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磁选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并在发展专业业务基础

上进一步研发及生产智能料仓清堵系统。在经营过程中，研发投入较高，且随着

市场拓展及产品推广均需要充分的流动资金支持。 

从经营和财务状况角度分析，2018年度，经审计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4,994,033.00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85,769.91元；

根据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的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3,608,548.26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03,551.16

元。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矿山行业，业务资金使用周期较长，应收账款占业务收

入比重较大，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持续为负。因此，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

对公司的流动资金有着较高的要求。在补充流动资金时，公司虽然可以利用自身

经营积累满足部分需求，但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仍形成了较大的营运资金缺口，

为配合公司未来业务的高速增长，公司拟进行此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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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从而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

展，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市场

竞争力，因此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以及保证

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的措施 

公司将按照要求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

披露要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将该账户作为认购账户，该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

用途，公司在发行认购结束后，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

监管协议。 

（十）是否存在新增股票完成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1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或者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期定期

报告。 
否 

2 

最近 12个月内，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被全国股转公司采取书

面形式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因

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等。 

否 

 

（十一）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十二）本次发行是否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前，公司现有在册股东数量为 55名，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股东数量

为 55名，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人。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本次发行不需要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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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次定向发行需要履行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

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公司现有股东及发行对象中

不存在国有法人股东和外资股东，无需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相关主管部门的

审批、核准或备案的程序。 

（十四）本次定向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

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关于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2、《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5、《关于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6、《关于<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的议案》 

7、《关于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8、《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公司在定向发行前不存在特别表决权股份，本次发行不适用年度股东大会授

权发行。 

（十五）挂牌公司前期发行中涉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日，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具体实施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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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马鞍山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拥有的100%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已依法转让给天工科股后，2019年9月23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天工科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的过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

（2019）第450007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9年9月20日止，公司已收到

李书会、姜立新、万芬、于江、孙莉、汪和平、杜进军、毛星蕴、汪再青、曹铁

峰、吴力忠、李和宝、梁锋、李力、王晓峰、汤复华、邹忠良、冀乔、裴建飞、

寿铉纪、刘远志、曹国旗、赵松年、洪伏珍、陈之功、马世珍持有的格林环保公

司股权已变更至天工科股名下，上述股东变更事项已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截至2019年9月20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605,171.00

元，股本为25,605,171股。 

2019年10月2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关于马鞍山市天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股份登记函》(股转系统函【2019】

4479号)，新增股份于2019年11月7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业绩承诺，无任何补偿安排，不存在股份回购、反

稀释特殊条款安排或者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交易对象李书

会、李力、姜立新、万芬、于江、汪和平、杜进军、毛星蕴、汪再青、曹铁峰、

吴力忠、李和宝、梁锋、冀乔、裴建飞、寿铉纪、刘远志、曹国旗、赵松年、洪

伏珍、陈之功、马世珍22名自然人股东自愿承诺认购股份的限售手续已办理完成。

马鞍山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正在履行，且不存在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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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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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 

（一）本次定向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补充的流动资金，在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求的同时，将进

一步提高公司资金利用率，进而提高公司的资金周转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本次发行后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更能有效地

拓展公司的盈利空间、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二）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

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整体财务状况

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每股净资产被摊薄，有利于增

强公司综合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有积极的影响。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

会发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四）发行对象以资产认购公司股票的，是否导致增加

本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 

本次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五）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李书会 2,126,818  8.31% 

2 李群辉 1,760,073  6.87% 

3 邹忠良 1,709,269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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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力忠 1,647,557  6.43% 

5 汤复华 1,623,269  6.34% 

6 王晓峰 1,593,269  6.22% 

7 于江 1,070,940  4.18% 

8 姜立新 898,922  3.51% 

9 冀乔 877,943  3.43% 

10 刘远志 848,994  3.32%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最终认购股数以发行对象实际缴

款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李书会 2,164,769 7.85% 

2 邹忠良 1,899,023 6.88% 

3 李群辉 1,854,950 6.72% 

4 汤复华 1,813,023 6.57% 

5 王晓峰 1,745,072 6.33% 

6 吴力忠 1,742,434 6.32% 

7 于江 1,127,866 4.09% 

8 姜立新 955,848 3.46% 

9 冀乔 915,894 3.32% 

10 万芬 883,637 3.2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较为分散，任一股东均无法单独决定需股东大会审议

的事项，亦无法单独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以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

从而影响需董事会决定的重大事项。 

综上，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均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化，公司

第一大股东无变化。 

（六）本次定向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扩大了公司的资产规模，促进了公司的业务发展，改善了

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七）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能否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能否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无异议

函存在不确定性，且最终缴款验资及股份登记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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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风险外，投资者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风险因素： 

下游行业整体发展放缓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公司所生产的矿山专业设

备属于周期性产品，受宏观经济状况及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公司下游行业包

括铁矿石采选、煤炭等传统行业，自 2017 年以来,受矿产及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

影响,下游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进度相继放缓,导致市场对磁选机等矿产专用设备

的需求量降低。在此背景下公司所处行业与下游行业发展态势一致,随着下游新增

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放缓,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需求也必将下降,公司存在下游行业

整体发展放缓影响经营业绩的风险。 

 

五、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公司的权益不存在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不存在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谴责的情

形； 

（四）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失信联合惩戒的情形。 

（六）公司的章程、各项规则及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

三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

规定，能够有效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发行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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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相关协议的内容摘要 

（一）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张仁翠、邹忠良等 29名认购对象 

签订时间：2020 年 3月 9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1）认购股份数量：认购 1,981,548股人民币普通股。 

（2）认购方式：以现金方式认购。 

（3）认购价格：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27元/股。 

（4）支付方式：乙方应根据甲方发行认购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将全部认购价款

汇入指定账户。 

    3.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本次定向发行相关事宜获得甲方

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无

异议函后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合同除所述的合同生效条件外，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相关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参与认购的对象无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本次参与认购的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对其所持有股份转让的限制，配合公司办理有关限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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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发行终止后的退款及补偿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终止后，如乙方已经缴纳股票认购款项的，甲方应当积极退还

乙方缴纳的股票认购款项并补偿乙方其股票认购款项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如乙

方尚未缴纳股票认购款项的，则无需再缴纳，甲方不承担其他责任。 

    7.违约责任条款及纠纷解决机制 

（1）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或违反本合同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或所作承诺

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的，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

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

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2）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

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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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名称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楼 

法定代表人 严亦斌 

项目负责人 申潇 

项目组成员（经办人） 申潇、冯超 

联系电话 010-64408701 

传真 010-64408973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住所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号 4号楼 8层 

单位负责人 项浩 

经办律师 冯利辉、姚兴省 

联系电话 0531-88878388 

传真 0531-88726767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1号四川大厦东座 15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尊农 

经办注册会计师 朱家斌、徐静 

联系电话 010-68364878 

传真 010-68364875 

  （四）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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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6号金阳大厦 5层 

法定代表人 戴文桂 

联系电话 010-58598980 

传真 010-58598977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0-006 

31 

 

八、有关声明 

申请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定向发行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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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签名： 

 

                                                                   

 李书会                   李群辉                  邹忠良  

 

                                                              

 王晓峰                   汤复华                  姜立新 

 

                                                                   

 于  江                   吴力忠                  冀  乔        

全体监事签名： 

 

                                                                    

叶 琴                     刘  兵                  陶伟伟   

 

                                                 

高 瑶                     童子月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邹忠良                   汤复华                  姜立新  

 

                                                               

曹国旗                   盛  放                  琚会生 

 

                                                                     

   于  江                   杨书春                  高雪晴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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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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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签名：               

                    严亦斌 

 

 

 

项目负责人签名：               

                    申 潇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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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机构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定向发行说明书，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与本机构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无矛盾之处。本机构及经办人员对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引

用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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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人员签名：                                       

                 冯利辉                   姚兴省 

 

 

机构负责人签名：             

                        项浩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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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机构及经办人员（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定向发行说明书，确认定向发

行说明书与本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无矛盾之处。本机构及经办人员对申请人在定

向发行说明书中引用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定向发行说明书不致因上述

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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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人员签名：                                       

                 朱家斌                    徐静     

 

 

机构负责人签名：             

                        李尊农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3月26日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公告编号：2020-006 

35 

 

九、备查文件 

本次定向发行备查文件如下： 

（一）定向发行推荐工作报告； 

（二）法律意见书 

（三）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马鞍山市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