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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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飞新材、公司 指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办券商、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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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管理层 指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统称 

《公司法》 指 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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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 指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华圆恒鑫 指 
华圆恒鑫精选（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核心员工 指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 

兴业证券、主办券商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主办券商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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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科飞新材 

证券代码 832069 

主办券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前总股本（股） 26,58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1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27,680,000 

发行价格（元） 8.00 

募集资金（元） 8,800,000 

募集现金（元） 8,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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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第十四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

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公司发行股票，全体股东同意放弃对发行股票的优先认

购权，即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公司于 2020年 8 月 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股

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明确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

权，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此，本次公司发行，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4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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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结 65,000 52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核心员工 

2 魏红波 15,000 12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核心员工 

3 李新华 15,000 12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核心员工 

4 黄邦超 15,000 12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自然人投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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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资者 

5 向阳 15,000 12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核心员工 

6 范建泉 100,000 8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核心员工 

7 韩志跃 25,000 2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核心员工 

8 李艺明 20,000 16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核心员工 

9 黄国旺 10,000 8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10 王毅榕 10,000 8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核心员工 

11 黄晓敏 200,000 1,6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12 陈宜堃 60,000 48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13 李阳加 200,000 1,600,000 现金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14 

华圆恒鑫

精选（厦

门）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350,000 2,800,000 现金 
新增投资

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私募基金

管理人或

私募基金 

合计 - 
1,100,00

0 
8,800,000 - -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股权代

持的情况。本次发行对象符合证监会及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要求。截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除黄晓敏原计划认购 250,000 股，实际认购 200,000 股外，其他发行对

象均按照《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的认购上限认购了股份，全部发行对象均已按照认购

要求将认购资金全部缴纳到账。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9,2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 8,800,000 元，未达到预计

募集资金金额为 40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达到预计募

集金额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充。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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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存在对发行对象的自愿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全部股票执行

自愿锁定，锁定期一年，即本次发行全部新增股份 1,100,000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自愿限售期满后，公司现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定向发行中认购股份，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的相关规定要求进行限售。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股票发行无其他限售安排。上述限售对象在符合自愿限售股及法

定限售股的解除限售条件后可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其相应股份。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8 月 31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并通过。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信息披露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立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三方协议>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前，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县支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名称为：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1404 0419 2900 

9239 162，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用途，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截至 2020

年 10 月 16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将投资款实缴至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

户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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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公司在册股东不包含外国投资者，不需要履行外资审批、备案程序。公司不属于国有

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本次股票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审批程序。  

2.发行对象是否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均为境内自然人或机构，不涉及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

准或备案等程序。  

综上，本次定向发行不涉及需要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

备案等程序的情形。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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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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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良玉 14,429,500 54.29% 10,831,875 

2 三明市创业创新风

险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11.29% 0 

3 陈宜堃 2,728,500 10.27% 0 

4 星火点石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58,500 10.00% 120,000 

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029,000 3.87% 0 

6 罗小华 913,000 3.43% 0 

7 吴望发 495,000 1.86% 371,250 

8 黄柳鹏 305,000 1.15% 228,750 

9 曹提勇 293,000 1.10% 0 

10 胡悟 139,000 0.52% 0 

合计 25,990,500 97.78% 11,55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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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良玉 14,429,500 52.13% 10,831,875 

2 三明市创业创新风

险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10.84% 0 

3 陈宜堃 2,788,500 10.07% 60,000 

4 星火点石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58,500 9.60% 120,000 

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029,000 3.72% 0 

6 罗小华 913,000 3.30% 0 

7 吴望发 495,000 1.79% 371,250 

8 华圆恒鑫精选（厦

门）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50,000 1.26% 350,000 

9 李阳加 330,000 1.19% 200,000 

10 黄柳鹏 305,000 1.10% 228,750 

合计 26,298,500 95.00% 12,16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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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数量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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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股）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597,625 13.54% 3,597,625 13.0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00,000 0.75% 200,000 0.72%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11,230,500 42.25% 11,230,500 40.57%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15,028,125 56.54% 15,028,125 54.29%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0,831,875 40.75% 10,831,875 39.1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600,000 2.26% 610,000 2.20% 

3、核心员工 0 0% 280,000 1.01% 

4、其它 120,000 0.45% 930,000 3.36%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11,551,875 43.46% 12,651,875 45.71% 

总股本 26,580,000 100.00% 27,680,000 100.00% 

注：本次发行对象来结、韩志跃既是核心员工也是公司董事，本表格中计算在核心员工中。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21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2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33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为 8,800,000 元，公司货币资金增加 8,800,000

元，流动资产及总资产均增加 8,800,000 元，股本增加 1,100,000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10,211.36 元，资本公积增加 7,510,211.36 元。 

与本次发行前相比，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得到相应提高，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流动资金得到补充。公司摊薄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将有所下降。公司资产负

债率有所下降，且公司的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提高，资本结构将得到改善，有利于增强公

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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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营业务定位为汽车安全气囊产气新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主要

产品及服务是生产、销售：硝酸胍、碱式硝酸铜等。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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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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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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戴良玉，三明市创业创新风险投资有限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5.58%；本次发行后，戴良玉、三明

市创业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2.97%，戴良玉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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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良玉 董事长、总

经理 

14,429,500 54.29% 14,429,500 52.13% 

2 吴望发 董事、副总

经理 

495,000 1.86% 495,000 1.79% 

3 赖士培 董事 0 0% 0 0% 

4 来结 董事 0 0% 65,000 0.23% 

5 韩志跃 董事 0 0% 25,000 0.09% 

6 黄国旺 监事会主席 0 0% 10,000 0.04% 

7 方遵华 监事 0 0% 0 0% 

8 丁向前 监事 0 0% 0 0% 

9 黄柳鹏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305,000 1.15% 305,000 1.10% 

10 魏红波 核心员工 0 0% 15,000 0.05% 

11 李新华 核心员工 0 0% 15,000 0.05% 

12 黄邦超 核心员工 0 0% 15,000 0.05% 

13 向阳 核心员工 0 0% 15,000 0.05% 

14 范建泉 核心员工 0 0% 100,000 0.36% 

15 李艺明 核心员工 0 0% 20,000 0.07% 

16 王毅榕 核心员工 0 0% 10,000 0.04% 

合计 15,229,500 57.30% 15,519,500 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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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8 0.08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1.33 1.41 1.67 

资产负债率 32.54% 39.39%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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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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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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自 2020 年 8 月 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上首次披露后，进行了一次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定向发行说明书的反馈意见，公司

对《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披露的《三明科飞产气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 

上述修订均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相

关发行事项无重大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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