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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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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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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林                             陈志伊 

        

                                                                    

               田吉林                             彭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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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雷                            郭守祥 

 

                             

           雍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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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本公司、公司、威奥科技 指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结算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机构、中汇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绿海园艺 指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股票定

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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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威奥科技 

证券代码 832310 

主办券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前总股本（股） 110,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20,0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130,000,000 

发行价格（元） 1.00 

募集资金（元） 20,000,000.00 

募集现金（元） 20,00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股权激励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为 2,000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

股，均为现金认购，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2,000.00万元，发行对象共 7名。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对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权未作规定，根据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

东大会决议内容，现有股东需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出具《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告知函》，否则视

为放弃优先认购权。 

本次股票发行中，现有股东在规定时间内均未向公司出具以上告知函，视为放弃本次股票

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在册股东优先认购结果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8）。 

因此，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存在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7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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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

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1 

克拉玛依

市绿海园

艺有限责

任公司 

5,940,000 5,940,000.00 现金 
在册股

东 

非自然

人投资

者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

动人 

2 李彦林 3,000,000 3,000,000.00 现金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3 田吉林 5,000,000 5,000,000.00 现金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4 宋雷 2,960,000 2,960,000.00 现金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5 彭艳萍 200,000 200,000.00 现金 
新增投

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6 郑永宏 1,600,000 1,600,000.00 现金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7 郭守祥 1,300,000 1,300,000.00 现金 
在册股

东 

自然人

投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合

计 
- 20,000,000 20,000,000.00 - - 

 

截至 2020年 9月 15日，发行对象已按照认购要求将认购资金全部缴纳到账。本次股票发

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发行对象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

他人代为缴款情形，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况。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拟募集资金金额 2,000.0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2,000.00万元，实际募

集资金金额达到预计募集资金金额，无需进行其他投入安排。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李彦林、田吉林、彭艳萍、宋雷、郭守祥、郑永宏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将遵循《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等全国股转系统相关业务规则，在发行结束后对其新增股份进行法定限售，限售数量为认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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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75%，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1 李彦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0 2,250,000 

2 田吉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000,000 3,750,000 

3 宋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960,000 2,220,000 

4 彭艳萍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000 150,000 

5 郑永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600,000 1,200,000 

6 郭守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00,000 975,000 

 合计  14,060,000 10,545,000 

除上述法定限售情形外，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无其他自愿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0 年 6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2020年 6月 28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已为本次发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户作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

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克拉玛依石化支行营业室 

账号：3003021529200059163 

截至 2020年 9月 15日，发行对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汇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报

告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9月 16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0]6009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已收到认购人缴

纳的认购资金计人民币 2,000.00万元。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0年 9月 23日，公司已与主办券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石油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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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截止审议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9日），公司股东人数为176人，其中自然人股东173人，法人股东3人；

本次股票发行后，新增股东1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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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公司是否需要履行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本次定向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审批或备

案程序。 

2、发行对象是否需要履行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均为境内法人或自然人，不涉及外资，无需履行外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综上，本次定向发行除需提交全国股转公司进行自律审查外，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

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

艺有限责任公司 

85,590,000 77.8091% 15,590,000 

2 李彦林 3,405,000 3.0955% 2,553,750 

3 郭棣 3,090,250 2.8093% 0 

4 赵淑珍 1,600,250 1.4548% 0 

5 郭守祥 1,600,000 1.4545% 1,200,000 

6 田吉林 1,500,000 1.3636% 1,125,000 

7 李喜岷 1,207,200 1.0975% 0 

8 何金成 1,077,950 0.9800% 0 

9 郑永宏 1,000,000 0.9091% 750,000 

10 唐春燕 655,900 0.5963% 0 

合计 100,726,550 91.5697% 21,218,75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克拉玛依市绿海园 91,530,000 70.4077% 15,590,000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艺有限责任公司 

2 田吉林 6,500,000 5.0000% 4,875,000 

3 李彦林 6,405,000 4.9269% 4,803,750 

4 宋雷 3,160,000 2.4308% 2,370,000 

5 郭棣 3,090,250 2.3771% 0 

6 郭守祥 2,900,000 2.2308% 2,175,000 

7 郑永宏 2,600,000 2.0000% 1,950,000 

8 赵淑珍 1,600,250 1.2310% 0 

9 李喜岷 1,207,200 0.9286% 0 

10 何金成 1,077,950 0.8292% 0 

合计 120,070,650 92.3621% 31,763,750 

 

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0 年 6

月 19日的持股情况填列。 

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是依据 2020 年 6 月 19 日的持股情况，考虑本次股票

发行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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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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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0 63.6364% 75,940,000 58.4154%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1,926,250 1.7511% 5,441,250 4.1856%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16,705,000 15.1864% 16,705,000 12.8500%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88,631,250 80.5739% 98,086,250 75.4510%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5,590,000 14.1727% 15,590,000 11.9923%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5,778,750 5.2534% 16,323,750 12.5567%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1,368,750 19.4261% 31,913,750 24.5490% 

总股本 110,000,000 100.0000% 130,000,000 100.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76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去除二级市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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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因素，公司股东人数为177人。 

本次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增加 1 人（不考虑二级市场交易因素）。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同时增加，资本结构更趋稳

健，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新建项目，本次发行后，在募投项目建设完工并稳定运营

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募集资金将为公司新建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快速达产以及后期

的业务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进而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挂牌

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8,559 万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77.81%）。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153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70.41%）。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且由于公司没有实际控制人，公司控

制权未发生变动。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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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彦林 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 

3,405,000 3.0955% 6,405,000 4.9269% 

2 陈志伊 董事 0 0.0000% 0 0.0000% 

3 田吉林 董事 1,500,000 1.3636% 6,500,000 5.0000% 

4 彭艳萍 董事 0 0.0000% 200,000 0.1538% 

5 张崇海 董事 0 0.0000% 0 0.0000% 

6 宋雷 监事 200,000 0.1818% 3,160,000 2.4308% 

7 郭守祥 监事 1,600,000 1.4545% 2,900,000 2.2308% 

8 雍晓薇 监事 0 0.0000% 0 0.0000% 

9 郑永宏 总经理、董

秘 

1,000,000 0.9091% 2,60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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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冷春燕 财务负责人 0 0.0000% 0 0.0000% 

合计 7,705,000 7.0045% 21,765,000 16.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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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9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81 -0.21 -0.08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0.12 0.49 0.57 

资产负债率 105.09% 16.02% 12.25% 

    注 1：本次股票发行前的每股收益、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总股本 11,000

万股计算； 

注 2：本次股票发行后的财务指标，为依据经审计的 2019 年相关财务数据，按照发行完成

后的总股本 13,000万股全面摊薄计算。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形。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披露了《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公

告编号：2020-033）。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反

馈意见，公司对定向发行说明书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并重新披露，修订后的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

（公告编号：2020-051）。本次调整不涉及发行对象、发行价格等要素的改变，不构成实质性

调整，无需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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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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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签名：无 

盖章： 

      年   月   日 

 

 

 

控股股东签名：克拉玛依市绿海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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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股票定向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关于股票定向发行的监事会决议； 

3、公司关于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4、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5、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 

6、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7、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8、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9、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10、主办券商关于定向发行的推荐工作报告； 

11、定向发行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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