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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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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9 月 18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0 年 9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郦东兵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9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投资方案调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对投资方案的再次调整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0）和《对外投资的公告（再次调整后）》（公告编号：20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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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3）。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更正 2017、2018、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2）、《2017年年度报告（更正后）》、《2017年年度报告摘

要（更正后）》、《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2018年年度报告（更正后）》、《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2019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

后）》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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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报出公司三年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 2017、2018和 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830号、[2020]第 ZF10831号、

和[2020]第 ZF1083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独立董

事》的相关规定，同时为了保证公司独立董事履行其相应责任和业务，保障独

立董事的劳动权益。公司拟定每位独立董事年度工作津贴为人民币 6万元（含

税，按月支付），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按公司规定报

销。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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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告编号：

2020-064）。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精选层挂牌。本次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

具体方案如下：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股票面值： 

每股面值为 1元。 

（3）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20,000,000）股。 

（4）定价方式： 

通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 √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 

√网下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5）发行底价： 

发行底价为 6.00元/股。 

（6）发行对象范围：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7）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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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以下项目： 

①投资 12,565.48 万元用于常州生产基地扩建项目，通过新建生产厂房，

并配套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辅助设备及生产管理软件，实现生产流程智能化、

生产管理信息化，有效扩大公司轨道交通、医疗影像、半导体、工业机械、环

保新能源等设备结构组件的生产规模的同时也提高公司产品品质； 

②投资 6,074.38 万元用于天津生产基地扩建项目，通过建设生产厂房，

并配套购置折弯自动托料机、自动压铆机、激光焊机等先进的自动化工艺设备、

专业化的软硬件信息系统，打造柔性化、智能化生产线，扩大公司工业机械、

环保新能源等细分领域设备结构组件的生产规模，从而优化公司生产布局，丰

富和拓宽公司产品体系、品类，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③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000万元。 

（8）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

滚存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9）发行完成后股票在精选层挂牌的相关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票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公司

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

挂牌规则（试行）》关于锁定期的要求。 

（10）决议有效期： 

    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11）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发行挂牌方案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并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报股转公司审查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

行，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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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其使用可行性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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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

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并结合对市场情况的分析，同意公司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如下： 

（1）常州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2）天津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募投项目的实际进

度，先行以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所需款项，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少于以上项目所需资金总

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自筹解决；如募集资金超过项

目投资所需，则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已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分析，已具备开

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的各项条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

务展开，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与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

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及产品品质的提高，有利于丰富和拓宽公司产品体系、品类，

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进而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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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为高效、有序

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

宜。授权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政

策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

滚存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

挂牌中介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保证公司本次股票在精选层挂牌相关事宜的稳步、有序推进，公司决定

聘请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保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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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及主承销商、聘请的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作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并在精

选层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专项审计机构。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

层挂牌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增强股东回报的稳定

性和连续性，增加股利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分

配进行监督，公司制定了《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精选层挂牌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

层挂牌后三年内稳定股价措施的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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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2号）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1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要求，经与公司聘请的券商等中介机构协商，并经公司实际控

制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认，拟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

挂牌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精选层挂牌后三年内稳定股价措施的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

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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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拟定了由公司出具的《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7）。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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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情形之回购承诺事项及相应约束措施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

42号）及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情形的承诺事项、及相关承诺未履行的约束措施拟定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情形之回购承诺事项及相应约束措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8）。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为规范公

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约定对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使用和监管等方面的三方权利、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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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为本

次发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拟订了在公司

本次发行成功后实施的《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公司章程（草案）（精选层挂牌后适

用）》（公告编号：2020-069）。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股票在精选层挂牌后适用的相关制度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等法律法

规和业务规则对精选层挂牌公司的治理要求，公司修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草案）》、《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草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草

案）》、《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草案）》、《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草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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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秘书工作细则（草案）》和《利润分配管理制度（草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精选层

挂牌后适用）》（公告编号：2020-070）、《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精选层挂牌

后适用）》（公告编号：2020-071）、《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精选层挂牌后

适用）》（公告编号：2020-073）、《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精选层挂牌后适

用）》（公告编号：2020-07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精选层挂牌后适

用）》（公告编号：2020-075）、《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草案）（精选层挂牌后适

用）》（公告编号：2020-076）、《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草案）（精选层挂牌后

适用）》（公告编号：2020-077）、《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草案）（精选层挂牌后适

用）》（公告编号：2020-078）、《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草案）（精选层挂牌后适

用）》（公告编号：2020-079）和《利润分配管理制度（草案）（精选层挂牌后适

用）》（公告编号：2020-080）。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9）。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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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提示 

是否审议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议案 

√是 □否  

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全国股转公司自律

审查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风险，公司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进入精选层的风

险。 

公司 2018 年、2019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1,177,504.05 元、36,447,507.13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元 29,945,739.62、30,546,485.83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分别为 19.14%、21.29%，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分

别为 18.38%、17.84%，符合《分层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

进入精选层的财务条件。 

挂牌公司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不存在《分层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不得进入精选层情形。 

四、备查文件目录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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